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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基於今日移民的複雜性，過去移民在移往異地後便與母國喪失連結的情況再

不輕易復見，傳統以民族主義或地理概念為依託的論述也逐漸力不從心，因此自

1990 年代以來，學界開始以跨國主義的理論系統來解讀當代移民的多種議題，

海外華人研究領域自然也不例外。在各種移民類型中，留學生移民向來被視為高

技術移民的組成之一，過去臺灣留學生以留美居多，由留美學生轉變成為美籍華

人也時有所聞，然而自 1980 年代晚期以來，留學英國的臺灣學生人數不僅在短

期內急速劇增，並且持續了將近二十年的成長。在留英人數大增的情況下，有鑑

於過去「滯美不歸」的例證，本研究企圖透過跨國理論的角度以及質性研究方法，

先就 63 位旅英臺生進行問卷調查，並針對 17 位選擇在取得學位後定居英國者進

行深度訪談，以探索旅英臺生由留學活動發展為移民活動的可能性與其背後動

機。在問卷與訪談成果的呈現下，多數旅英臺生在前往英國以前雖未帶有強烈移

民動機，卻有不少人在留學期間逐漸萌生留在海外發展的想法，只是落實與否深

受政策時勢所影響；對於部分順利居留英國者，他們具備了明顯的跨國華人特質

與思維模式，呈現了混合式、並且脫離地域性的認同價值觀。在旅英活動高度發

展的二十年間，英國臺僑社群之規模與活躍度也在此同時期開始有了比較顯著的

成長，近年更一反以往的沉默形象，結合旅英臺生針對諸多時事作出積極的群體

回應，形成一股從散漫至機動、逐漸累積凝聚的新興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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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mplexity of current day immigration has meant that certain theories based on 

concepts of nationalism and/or geographical boundaries are no longer adequate as the 

link between immigrants, including the field of overseas ethnic Chinese studies, have 

begun applying transnational theory to relevant discourses since the 1990s. Amongst 

all immigrant types, the student form has been considered as being part of a 

transnational immigration framework. Prior to the 1980s, an upshot of a number of 

factors, a large portion of Taiwanese students, seeking Higher Education abroad, 

chose to study in the US and many of them chose not to return. Yet the number of 

Taiwanese students who chose to study in British universities has risen dramatically 

since the late 1980s and the figure has continued to grow for nearly twenty-years. 

Inspired by the American example, this research explores the possibility of Taiwanese 

students settling in the UK (post-study) and their potential immigration motives. The 

methods involved were the collection of 63 questionnaire samples, from targeted 

groups, this was subsequently followed by the interviewing of 17, post-study, 

Taiwanese who are in residence in the UK. All of them have intended to or have 

already obtained permanent residency or British citizenship. From selected research 

sampling, most Taiwanese students did not present a clear immigration motive before 

leaving for the UK; however the idea emerged during their study periods despite the 

challenges of strict immigration policies and additional obstacles. As for those that 

managed to stay, they demonstrated strong qualities and features of transnational 

migrants. 

 

In spite of the absence of statistics showing the exact number of Taiwanese students 

settling in the UK post-study over the past two decades, the UK Taiwanese 

community had indeed expanded and demonstrated a more active presence over the 

same period. In comparison to the more passive and silent attitudes of the past, this 

paper argues that a new force has come into being by the UK Taiwanese community, 

a force that is now more thriving, reactive, and flexible to various Taiwanese related 

issues; one that is no longer silent. 

 

 

 

[Key Words]： student immigrants, Taiwanese student in the UK, transnational 

Chinese, Transnation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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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  緒論緒論緒論緒論 

 

    清末以來，自海外學成歸來的知識分子，一直被視為中國現代化的中堅力

量。留洋的浪潮，在二戰結束、國民政府遷台後依然持續成長，大學生前往美國

留學的風氣在整個 1950至 1970年代更是高居不下。 

在當時，海外留學生活普遍被營造成一種菁英制、鄉愁滿溢又掙扎於東西文

化衝突間的艱苦歷程，許多人可能自此一別便就此踏上移民的旅程，甚至幾十年

無法回國探視親人；這樣的情況，在 1980 年代後期開始有了大幅轉變，留學生

活也逐漸跳脫以往的苦悶形象，而發展出不同的樣貌。  

    本文以自 1989 年後開始高度成長的旅英臺灣留學生為主題，企圖探索這一

波新興旅英風潮的成因與發展、從留學活動轉化為移民行為的可能性、台僑群體

的跨國特質，以及整體旅英臺灣人社群自始至今的變化歷程。 

在緒論部分，首先說明本文之研究背景情境與研究動機，並針對研究對象、

範圍與重要名詞進行釋義。 

第二章相關文獻回顧上，筆者分別由「留學教育史」、「跨國理論與留學生移

民」、「臺灣留學生」及「英國華人研究」等四大層面著手，在分析各類型學術材

料的同時，也結合質性研究的方法，用以釐清 1989 年以後旅英風潮的各種初步

面向。 

第三章主軸為對華人留英教育進行歷史回顧。在結構上，主要區分為三大階

段討論，分別為清末至二戰以前、民國政府遷台至 1989年、以及 1989年以後的

發展。 

第四章的核心為訪查成果的初步呈現。透過開放式問卷與半結構式的深入訪

談，逐步建構出臺灣學生從選擇留學英國的動機、他們的旅英在地經驗、以及畢

業後或去或留的抉擇歷程。其中，更著重部分已順利從留學生身分（或仍在準備

畢業階段）歸化入籍者的心態分享。 

第五章延續第四章的論述，將焦點集中於前身為留學生的旅英臺僑群體。從

單純留學生邁向英國華人的路程上，他們在備受來自政策面等外力挑戰之際，是

否已發展出程度上的群體特質？更重要的，他們是否已擺脫傳統移民的框架而開

始體現跨國華人的表徵，並且凝聚起一股專屬於英國臺僑的團體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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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後的第六章，筆者除了針對研究整體予以總結，也將反思本研究的侷限

與不足之處，並對未來可能研究方向作出建議。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研究背景與動機研究背景與動機研究背景與動機 

 

    人類的遷移流動自古以來即是一個持續發生的社會現象，其成因、發展、規

模與效應皆甚為複雜，不能僅從單一視角進行討論。在華人研究領域中，亞太地

區因二戰結束後隨之而來的全球經濟重整，造就了數波新興華人移民潮；促使這

些遷移活動發生的原因甚多，不論時屬長期或短期，學界一般而言多關注於政

治、經濟動機層面的探討，至於「教育」則是過去較少被論及的一環。（Ong，

1995：95） 

    近年來，學界已逐漸開始關切受「教育動機」所引發的遷移活動，其中較顯

著的即是以經濟移民方式向美加紐澳等地移動、華人移民家庭之論述，故諸如：

「太空人家庭（Astronaut Family）」、「小留學生（又稱衛星兒童 Satellite Kids）」

等現象的研究成果自 1990 年代中期起便有了顯著的增加。然而在此同時，同樣

作為受教育因素影響的「留學生移民」探討，卻未受到同等的關注，呈現遲滯不

前的局面。 

    以臺灣而言，臺灣學生前往海外攻讀高等教育學位可謂十分普及的現象。自

民國政府遷臺至 1980 年代晚期以前，以留美和留日居多，其中留美一派又佔有

壓倒性的比例。1
  

    然而隨著自由、人權意識的抬頭以及全球化浪潮的席捲，英語系國家在移民

門檻的設限上逐漸放鬆，對於高技術人才的移入更是大為歡迎。在「留學生往往

是技術遷移前身」的概念下，許多國家紛紛編列各種豐厚獎學金，吸引資優外籍

學生前來就讀；如此誘因佐以臺灣經濟起飛以及本地文憑學術通膨（Credential 

                                                      
1
 姚舜、陳金泉(1981：2)指出，在 1950年 1979年期間，超過 86%的臺灣留學生均選擇

留美。令狐萍(2003：22-25)認為，留美運動的產生，主要基於美國相對強勢的軍事經濟

實力、學術環境，佐以臺灣外交困境所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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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ation）等因素，掀起 1980年代後期新一波臺灣學生因教育動機而向海外流動

的趨勢。2
  

    在英語系國家中，除去向來便穩站龍頭地位的美國，英國、加拿大、澳洲等

地的臺灣留學生人數也不斷攀升。 

    以英國為例，據教育部統計，在 1989 年以前，歷年旅英臺灣學生人數向來

皆少於 50 人次，不但不及日本，更遠低於美國。然而，隨著教育當局留學政策

的逐漸寬鬆，並於 1989 年廢除《國外留學規程》與「自費留學生須經教育部核

准」的規定後，旅英學生的人數便呈倍數迅速驟升，先於 1993年首度超越日本，

在 2005至 2007年間更幾乎達到每年近萬人次，成為繼美國之後的第二熱門留學

國選項；以 2007 年為例，該年前往英國的臺灣留學生高達 9,632 人，雖然不及

同年美國的 14,916人次，但仍比分居第三澳洲之 2,570人與第四日本之 2,424人

高出近四倍之多。3
  

    然而在經歷約莫二十年的長期攀升後，2008 年後情勢再度轉變；便如同竄

起的初始，留英人數也以著同樣的飛速驟跌，截至 2010 年已跌至三千多人次，

而同時段除留美人數亦曾出現短暫起伏外，其他主要留學國皆尚呈穩定現象。 

    二十載間的暴起暴落，其背後意涵錯綜複雜，牽涉層面極廣，具有進一步探

討的價值。 

 

 

 

 

 

 

 

 

 

                                                      
2
 Castles & Miller (2003：219)強調，自 1980年代開始，亞洲學生進入英語系國家就學

開始成為一個普遍的現象，許多國家致力於吸引自費外籍生前往就學，而這些流動性質

極高的外籍學生也往往成為技術遷移的前身。 
3
 留學政策自 1970年代即不斷放寬，先於 1976年取消留學考試，又於 1989年取消自

費生須通過教育部查考一事。相關法規細節見全國法規資料庫網站《教育部處務規程》

第十六條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History.aspx?PCode=H0010001 (線上檢索

日期： 2012年 4月 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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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美英加澳日五國臺灣留學生簽證人數統計表：1980至 2010年。4
 

 

 

    英國高等教育國際化的起步極早，在 1934 年英國外交部設立英國文化協會

(British Council)之際便已略現端倪，而在國際學生的招收上，近年英國儼然也已

成為華人學生的最熱門留學國之一。 

    據英國國際學生事務處（UK Council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ffairs，

UKCISA）於 2004年所進行的統計，該年英國約有國際學生 33萬名，其中 12%

來自中國，4%來自香港，臺灣與新加坡則各為 2%，僅四地便佔去 20%左右的額

量，尚未計入源自其他東南亞國家的華人，因此華人的比例可謂極高。5
  

    華人留學生人數的高漲，雖可粗淺解讀為短期的人口流動現象，然而其潛在

的連帶效應其實值得深入思考，即隨著全球經濟體系的不斷發展，各國對於人才

                                                      
4
 統計資料來源： 教育部國際文化教育事業處。我國留學人數統計資料 http：

//www.edu.tw/bicer/content.aspx?site_content_sn=6235 （線上檢索日期： 2012年 4月 17

日）。 
5
 英國國際學生依來源國人數統計資料見 UKCISA 2004年調查報告 Broadening Our 

Horizons：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 UK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p. 82。報告全文取自

http：//www.ukcisa.org.uk/files/pdf/about/reports/BOHreport.pdf （線上檢索日期： 2012

年 4月 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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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競爭越發激烈，因此留學生在海外完成高等教育後，往往便可能憑藉所學而於

留學國發展，原本短期的留學活動，也可能演變為長期的移民行為。 

    華人留學生轉變為移民的現象在兩岸三地都可謂十分常見，例如：周聿峨與

郭秋梅（2010：31）便指出，1978年至 2006年間，中國海外留學生總計近 107

萬人，卻只有 27 萬人左右在學成後歸國。潛心研究香港與北美兩地華人環流的

學者 Ong（1992：131）也表示，對於那些在美國沒有具公民身分親屬的年輕學

子而言，申請學生簽證出國留學往往是整個家族遷往海外的第一步。另如，夏誠

華（2005：121）引用僑委會 1995年的調查數據也發現，留學是促使移民最初出

國的主要原因之一。6
  

    在臺灣，由於留美人數向來便居高不下，有關「某人到美國留學後便留在美

國拿綠卡、拿公民身分」的故事，更是長久以來普遍的聽聞，不僅相關學術研究

頗豐，「留美不歸」的現象，也充分表現在早期旅美留學生文學作品中。7
  

    有鑑於留美臺生「從留美學生到美國華人」的前例，對於近二十年來竄起的

年旅英風潮代表了何種啟示？ 

    就旅英求學層面而論，臺灣學生前往英國留學的意願為何驟然暴增？這股旅

英熱潮，是否也引發了「留英不歸」的移民效應？ 

    其次，對於部分真正走上移民道路的臺灣留學生，他們又呈現了哪些特質？ 

他們的群體表象在經過二十載的持續累積後，又產生了甚麼樣的變化？ 

    然而，在今日台英兩方關係不斷密切之際，筆者搜尋相關學術研究，卻發現

學界對於旅英臺灣留學生關注不多，因而激起筆者探求此人口流動現象的動機，

並期許能達到以下貢獻： 

 

                                                      
6
 夏誠華（2005）之調查於 1995年間進行，得知移民出國之主要原因分別為：留學、

移民、投資設廠、應聘、依親和探親等六項。 
7
 如作家白先勇、於梨華、張系國等。在於梨華（1967）作品《又見棕櫚‧又見棕櫚》

一書中，將 50、60年代期間臺灣大學生心心念念透過留學移民美國的社會風氣描繪得

極為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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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新研究視角之強化新研究視角之強化新研究視角之強化新研究視角之強化 

許擇昌（2001：2）認為，傳統學界對於留學生群體若非將之單純視為「學

生」而論，就是只聚焦於「人才外流」或「留學政策」層面的研究，因此提出以

移民角度來觀察留學活動的新研究方向。 

另外，移民研究學者 King & Ruiz-Gelices（2003：230）也呼籲應正視留學

生與移民活動兩者之間的關係。本研究即是基於這樣的理念，企圖透過移民理論

中的跨國主義來理解近年留英風潮，進而強化由「移民」來討論留學生議題的研

究視角。 

 

二二二二、、、、現有學術資源之補充現有學術資源之補充現有學術資源之補充現有學術資源之補充  

誠如上述所言，目前關於臺灣留學生的學術論述，仍集中於留美學生一層，

因此不僅對於留英活動的發展所知甚少！臺灣學生在學成之後的動向也缺乏討

論，完全無法反映近年來留英人數的成長。由此，本研究有對於現階段學術資源

不足處提出補述之功效。 

 

三三三三、、、、海外華人研究領域之擴展海外華人研究領域之擴展海外華人研究領域之擴展海外華人研究領域之擴展 

有鑑於全球主要華人人口分布並不均勻，今日華人研究長期以來較偏重於東

南亞抑或北美二區，至於其他區域則屬小眾。 

以歐洲華人研究而言，近年來雖然也開始逐漸出現部分成果，但仍有極大的

成長空間，若將範圍縮小至英國一地，成長空間則相對更大，故筆者希望能透過

本研究，對於均衡區域華人研究做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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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研究範圍及重要名詞界定研究範圍及重要名詞界定研究範圍及重要名詞界定研究範圍及重要名詞界定 

 

    首先，在研究對象的選擇上，誠如本文標題所言，筆者鎖定 1980 年代晚期

以後、於英國高等教育體系內就讀的臺灣籍留學生（後文簡稱旅英臺生）。所謂

高等教育體系，限定為英國國內大學學士以上之學位課程，至於短期進修或於語

言學校學習者則不納入考量。 

    其次，在研究時間縱軸的設定上，之所以界定於 1989年之後，乃是由於 1980

年代後期實為旅英臺灣留學生人數急升的轉捩點，即如上一節圖 1-1所呈現，自

1989至 1999短短十年內，歷年旅英人數從寥寥可數遽增了近百倍；對於如此變

化，除可由外在環境層面來解讀；同時也可預期 1989 年後旅英臺生的面相與特

質，必然也與以往的留學生產生了程度上的差異。此外，旅英風潮並非偶然發生

的現象，而是隨著時代演進、受各式外力影響逐漸發展成形，因此筆者認為，關

於旅英臺生的探索必須由留學史奠基。先在相關歷史背景的框架下，對於早期留

英情事有了一定了解，才能映證出 1989 年後旅英臺生的轉變與新面向。而且基

於歷史脈絡的考量，筆者又將早期旅英留學生區劃為兩個階段，分別為第一階段

的「清末至國民政府遷臺以前」與第二階段的「國民政府遷臺至 1989年以前」，

以作為本文研究主軸「1989 年後旅英臺灣籍留學生」之對照。雖然在第二階段

「國民政府遷臺至 1989 年以前」期間，很有再進一步作時段區分的空間，但由

於本文旨在 1989年後旅英臺生之探討，故不多作贅述。8
 

    再者，由於筆者假定旅英臺生為具有移民傾向者，因此在理論依據上也需從

移民研究角度切入探討。自十九世紀以來，各類移民理論為數甚多，著重焦點各

有不同；然而誠如 Portes（2003）與李明歡（2010）之見，沒有任何一個移民理

論能面面俱到地涵括移民活動的所有面向與問題，故應透過具體實證研究，來對

個別問題進行詮釋。李明歡（2010：10）又論：「理論的力量不僅在於對既往的

                                                      
8
 如黃光國（1988）將戰後至 1980年代的臺灣留學活動分為「醞釀期（1945-1960）」、「人

才外流期（1960-1970）」和「人才回流期（1970-1984）」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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詮釋，更重要的是對未來趨勢的預測。」在這個全球化的時代，交通與通訊不斷

進步，移民也不再受限於地理空間的距離，得以同時活躍於母國與定居國，如此

現象為學界所觀察，產生了跨國主義（Transnationalism）與跨國移民（Transnational 

migrants）的理論系統。 

    對於跨國主義在海外華人研究的應用上，劉宏（2002：120）表示，自始至

今幾乎所有海外華人的議題都與民族國家及地域領土密不可分，然而隨著跨國華

人（Transnational Chinese）群體的出現，以往這些以民族主義或地理概念為依託

的理論已力不從心，因此在舊有研究基礎上同時透過跨國主義來檢視跨國華人，

是有其必要性的。 

    考量旅英臺生若有長期居留英國的打算，受益現今發達的通訊技術，與家鄉

的連結不易截斷，而越趨平民化的旅行費用也讓他們較能負擔持續於臺英間往

返。此外，在英國官方自 1970年代起便高倡的多元文化主義（Multiculturalism）

9基礎上，臺生作為移民第一代，他們並沒有非得要完全同化於主流社會的強大

壓力，因此除非自願，他們並不需忘卻、也不需拔除故鄉的根；在臺英雙方都承

認雙重國籍的情況下，他們也沒有所謂挑戰民族國家權威的隱憂，與跨國移民的

概念頗為契合，故筆者最終決定透過跨國主義的框架來檢視旅英臺生現象。 

    在回顧相關文獻前，首先針對下列重要辭彙進行解釋： 

 

一一一一、「、「、「、「跨國主義跨國主義跨國主義跨國主義」（」（」（」（Transnationalism）））） 

跨國（Transnational）一詞最早出現於二十世紀初期，但將跨國主義作為理

解移民研究之概念，則是在 1992年三位美國人類學家 Nina Glick Schiller、Linda 

Basch 以及 Christina Blanc-Szanton 的提倡下逐漸成形。10
 這幾位學者發現，隨

                                                      
9
 關於英國社會多元文化主義發展之進程，見 Hadjetian（2008：31）。 

10
 Schiller, Basch和 Blanc-Szanton在 1990年代初期先後發表了一系列關於跨國主義的

文章，包括 Transnationalism： A New Analytic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Migration、

Towards a Definition of Transnationalism、From Immigrant to Transmigrant： Theorizing 



第一章 緒論 

 

 

 

9 

著當代交通、科技的發展，移民穿梭往返於母國與居住國間，與故鄉的連結互動

不再受距離因素所截斷，故過去的移民理論已不足以解釋這種不僅於居住國扎

根、卻也與母國維持了活躍連繫的新型態移民。11
  

因此，Schiller、Basch與 Blanc-Szanton（1994：7）結集學界之力，企圖建

立一個新的理論系統，來理解新型態移民的特質與行為，他們將該理論系統定名

為跨國主義（Transnationalism），界定其為跨國移民在母國與定居地兩者間築構

多重社會關係（Multi-stranded social relations）的發展過程，並佐引 Bourdieu的

場域理論，認為跨國移民在多重社會關係的發展下，創造出橫跨地理、文化與政

治邊界的跨國社會場域（Transnational social field）。12
 

    Schiller、Basch 與 Blanc-Szanton 的論調很快便帶動了學界風潮，包含人類

學、社會學、政治學、歷史學、人文地理學等諸多領域的學者皆紛紛開始透過跨

國主義的框架來討論各種國際移民相關議題，海外華人的範疇也不例外。 

    然而，一理論在發展過程中，必然會受到多方評論與挑戰，例如：部分歷史

學者便認為，跨國活動在人類遷移史上早已不乏事例，並非什麼新奇現象。針對

種種對跨國主義的評論，Portes（2001：184）回應，也許甚多跨國活動早在跨國

主義出現以前便已存在，但這些活動的跨國本質卻未曾被系統化地抽離出來分

析，因此跨國主義的學術價值不應小覷，但也需避免將「所有移民活動」都扯上

跨國主義的情形，故在跨國行為的界定上，應訂立出更嚴謹的範圍，因為「跨國

（Transnational）」的意涵不同於「國際的（ International）」抑或「多國的

（Multinational）」，自然並非所有當代移民議題都能以跨國主義而論。 

    由此，Portes進一步申論，跨國主義應侷限於「個人或家庭層級」、「持續性」

                                                                                                                                                        

Transnational Migration……等多篇作品。 
11

 Schiller, Basch & Blanc-Szanton (1992：1)在 Transnationalism： A New Analytic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Migration一作開篇即直言：「Our earlier conceptions of 

immigrant and migrant no longer suffice. The word immigrant evokes images of permanent 

rupture, of the uprooted, the abandonment of old patterns and the painful learning of a new 

language and culture. Now, a new kind of migrating population is emerging……」。 
12

 Bourdieu（1984,1986）認為場域是個人投資運用其資本所在，而一個人的地位則端視

其資本總量，佐以與他人在此場域中相互作用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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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跨國活動，並且最可能從第一代移民身上看出確切的實踐。  

 

二二二二、、、、跨國移民跨國移民跨國移民跨國移民（（（（Transnational migrants）））） 

    關於跨國移民形成的原因，Schiller、Basch 與 Blanc-Szanton （1995：50）

等學者認為，跨國移民之形成因素主要有三： 

 

１．由於全球經濟發展的重組，不論勞工輸出國抑或接收國皆經濟環境惡化， 

    因此沒有任何一國是絕對安全的定居點。 

２．美國與歐洲的種族主義促使移民及其後代在經濟、政治上產生不安感。13
 

３．母國與居住國皆要求移民表示忠誠。 

 

    由此，相較於以往移民研究中將移民粗略劃分為「旅居者」與「定居者」之

模式，Schiller 等人，將這類能夠超脫民族、經濟、文化、社會以及實際地理疆

界，並同時於兩個（或多個）社會場域中悠然自得的新型態移民，稱之為跨國移

民。 

    對於跨國移民而言，雖仍視移民母國為「家鄉」，他們同時也在定居國建立

了「家」；這個「家」，不僅是房舍的實體，也包含精神情感上的歸依，正如同他

們對「家鄉」的歸依一般，因此既在此處又在彼處（here and there），處處是家，

處處為家。 

    在以上先決條件下，Jones（1992：217）進一步申論，跨國移民對於提升自

身社會階層一事充滿了機動力，他們透過在先進國家生活工作，以提升自己在原

鄉的社會地位與競爭力。因此，當跨國移民的概念延伸至海外華人研究領域，「跨

                                                      
13

 Huntington（1998）便曾提出，自二十世紀末以來美國、歐洲不斷受到來自異質文明

（如穆斯林）的挑戰，文明之間的地位也可能因為外來人口的增長而生變。在某種程度

上，異文化背景的移民很可能成為國家安全的隱憂。類似情事也可見如印尼、越南等東

南亞國家華人的處境，這些二戰後新興民族國家向來憂心華人的效忠問題，並將之視為

國家安全缺口而嚴加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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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華人」之論述也蘊育而生。 

    劉宏（2002：121-123）認為，跨國華人主要可分為兩大類，一為自港、臺、

東南亞向已開發國家移動者，二為在 1989 年中國改革開放政策後出現的新移民

群體，而這兩類跨國華人中皆有不少的比例是透過留學遷移海外。 

    周聿峨與郭秋梅（2010：29）也指出，對於部分留學生或高技術人員的移民

活動，可透過跨國主義進行理解，因為他們「不願意放棄海外既有生活，而成為

『傘人』、『海鷗」，在居住國、母國、第三國間循環流動，從傳統意義上『落

葉歸根』和 『落地生根』向著『漂移移民』趨勢發展。」  

 

三三三三、、、、學術通貨膨脹學術通貨膨脹學術通貨膨脹學術通貨膨脹（（（（Credential Inflation）））） 

    文憑在現代社會常被視為衡量個人專業知識技能的指標，因此職場待遇往往

深受學歷所影響。然而近二十年來，隨著臺灣本地高等教育的普及，大專院校的

數量也迅速增加，繼而出現學術通貨膨脹(簡稱學術通膨)的情形。 

    關於學術通膨，就字面意義來解釋，為高等教育學位、文憑的貶值與弱化。

Andersen（2005：322）闡釋，學術通膨的主要成因乃是由於二十世紀的教育超

量（Over-schooling），即專業人才的產出超越了就業市場的需求。在臺灣，根據

教育部統計處（2001：21）所編之《中華民國大專院校概況統計》，1981年國內

公私立大專院校共有 27所，大學部與研究所以上學生合計 165,536人，時至 2000

年大專院校已增加至 127所、學生 647,920人。 

    對於廣設大學，周祝瑛（2003a, 2003b）透過歷年聯考標準與師生人數比，

再佐以屢屢降低的出生率，認為如此趨勢不僅具有學生素質降低的隱憂，更使國

內市場對於畢業人才出現供過於求的失衡情形，於是本地文憑價值自然相對弱

化。對於臺灣日前學術通膨的境況，在種種「大學生滿街跑」、「碩博士生找不到

工作」之類的媒體報導下，普羅大眾早有意識；然而，基於傳統社會根深蒂固「萬

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觀念使然，即使學歷貶值，放棄高等教育仍是個不被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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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考量的選項，於是許多人遂可能選擇前往國外求學，希望透過國外名校文憑來

增加自身競爭力。 

    當然，學術通膨影響的情形並非臺灣獨有，其連帶效應更帶有諸多可能性，

自然也引起了部分學者的關注；如Waters（2005）在針對香港留學生與國際移民

流動關係的研究中便坦言，香港當地的學術通膨促使國外學歷相對顯得較為「稀

有」且「有價值」，因此出國留學已然成為對抗文憑貶值的手段之一。 

    由此，臺灣的學術通膨與旅英臺生現象兩者之間，是否也有著程度上的關

聯？則將於本文後章中進一步討論。 

 

四四四四、「、「、「、「人才外流人才外流人才外流人才外流」」」」與與與與「「「「回歸回歸回歸回歸」（」（」（」（Brain drain & Brain gain）））） 

人才外流（Brain drain）一詞最早用於形容在 1950、60年代前往北美發展的

科學家，而隨著科技與全球化企業的高度發展，各國對專業人才求賢若渴，人才

外流的現象也越發普遍。14
  

Iredale（2001：8）引據人力資本論（Human Capital Theory）說明，人們常

會為了得到與自身學經歷更相襯的工作而遷移，因此對於未開發或開發中國家的

專業人才，除去政治抑或私人因素，在考量待遇或工作環境下而移民的情形，著

實平常。 

Stalker（2000：107）估計，日前全球至少有 150 萬以上由開發中國家前往

已開發國家發展的專業人才。外來菁英所能帶給接收國的經濟利益，是顯而易見

的。例如：新美國經濟夥伴關係組織（New American Economy）近期的報告便發

現，2011 年美國頂尖大學開發出的專利中，76%為移民所發明，其中 54%更尚

還是學生身分。15
 

    在各國思索如何吸引人才之際，留學生儼然已成為專業人才外流的首要組成

                                                      
14

 有別於 1950、60年代專指「科學家」的人才外流，OECD （1997：21）將今日所謂

專業人才定義為在專業領域取得學士以上學位者。 
15

 見 New American Economy（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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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陳信宏、蔡慧美、溫蓓章，2007：30）留學生之所以多能順利轉為移民，

主要由於他們經歷了該國教育體系的洗禮，不僅語言隔閡的機率降低，更能迅速

融入當地職業環境。 

    同樣地，許多留學生充分理解這樣的優勢，也往往視海外學歷為日後在該國

就業的門票。（Iredale，2001；Phillips & Stahl，2001）專業人才的流動，就流入

國自是好處多多，在流出國而言則可造成一定的挑戰，尤其對於開發中國家更是

如此，並極可能長期甚至永久性地喪失這些人力資本。 

    以美國為例，於 1990至 1991年間取得博士學位的中國和印度籍留學生中，

截至 1995年尚有約 88%及 79%的人數留在美國就業，比例極高；相較之下，經

濟實力較雄厚的日本與南韓，則皆只有低於 15%的留學生滯美未歸。（Cervantes & 

Guellec，2002） 

    在早期，臺灣也曾經歷人才高量流失的過程。魏鏞（1970：125-127）引據

教育部統計發現，在 1961至 1965年期間，每年回國學生佔同年出國學比皆不超

出 6%，是當時世界上留學生不歸最嚴重的區域之一，在本質上已成為變相的移

民。 

    這樣的情況，在臺灣經濟起飛暨政府推行多項輔導人才回國就業政策之後，

開始有了改善，故林大鈞（2008：41）將 1970至 1996年歸類為臺灣的人才回流

時期。事實上，不僅臺灣，許多華人地區皆可觀察到人才回流的現象，如 Ley & 

Kobayashi（2005：111）對由加拿大回流香港的移民便有著細膩的觀察，他們指

稱，除了初代移民的回流，其子女在完成高等教育後，極可能回流香港投入就業

市場，直到家庭第三代的教育需求出現，才再次前往加拿大，形成太平洋兩岸的

不斷環流。劉宏（2002：122）也發現，近年有大量的臺灣和香港移民，在經過

西方教育與文化洗禮後，挾「可攜帶技能（portable skills）」自海外歸來。16
 至

                                                      
16

 可攜帶技能（portable skills）一詞出自王賡武教授，即在西式教育下所習得電腦、會

計、商業管理、語言、學術研究等領域技能；具備可攜帶技能者，往往能夠更自由地在

全球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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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文所關注新興的旅英活動發展，臺生在取得學位後，若決定留在英國發展，

無疑地也將造成程度上的人才外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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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  研究架構研究架構研究架構研究架構 
 

第二章旨在說明本研究之建架過程。進行論文研究，筆者以為在其最初被觸

發的開端後，必先得經過各類相關資料的廣泛搜查，釐清該主題的研究現況，以

逐步歸結出尚待探討解答的議題。 

由此，筆者首先透過探索四大類相關文獻，在凝聚鎖定本研究之核心問題意

識後，進而擬定本研究之操作流程與步驟，並結合質性研究手法，配合問卷與訪

談等方式貼近理解近期旅英臺生的觀點，以釐清 1989年以後，旅英風潮的各類

初步面向。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文獻回顧文獻回顧文獻回顧文獻回顧 

 

    在經過初步資料瀏覽後，筆者認為目前針對 1989 年後旅英臺生的直接性研

究成果十分零散，更確切一點來說是近乎匱乏！ 

    因此，在文獻查考上主由下列四類型進行蒐集，分別為「留學教育史」相關

研究、「跨國理論／國際學生移民」相關研究、針對「臺灣留學生」所進行的研

究，以及「英國華人／臺僑」相關研究。 

 

 

一一一一、、、、留學教育史相關研究留學教育史相關研究留學教育史相關研究留學教育史相關研究 

首先探討留學教育史相關研究。留學教育始於清末，是中國近代教育進程很 

重要的一部分，更對中國社會的現代化起了很大的作用。目前兩岸學界對留學生

的探討多專注在「留學史」的層面，不論質、量上也都累積了一定的成果。如劉

真與王煥琛（1980）編著的《留學教育：中國留學教育史料》，全文五冊，由清

末學部檔案著手，記錄自清末至 1976 年間留學教育之考選方法、政府政策、各

國學制、留學生名單、人數統計、甚至其中傑出代表人物生平等，所有相關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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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細彙整，無一不記，是研究近代留學教育史很好的背景參考資料。林子勛（1976）

的《中國留學教育史：1847至 1975年》與蘇怡怡（1979）之《近代中國留學史》

二書，則是型態頗為類似的作品，兩者皆首先回顧清末留學教育，然後隨著歷史

時間之脈絡，探討與留學生相關的廣泛議題；不過由於蘇怡怡作品成書時間較

早，僅記錄至 1920 年代為止，而林書則如書名所提概括了較長的年份，探討上

也更加深入。 

    較近期的研究，李又寧（1999）主編的《華族留美史》為 1997 年一場國際

學術研討會的結集成果。該書以留美一題為主軸，除了探討華人留美之歷史背

景，也分析較近期留美學人對臺灣政經、學術發展的各種影響。1
  

    李又寧認為，留學議題之討論看似新鮮，實際是對中國近現代史的反思，即

在該領域一片｢沉重又灰暗｣、如對外不平等條約或割地賠款等研究專題中，留學

生對中國現代化作用之討論實則屬比較光明的一面，而華族留美又開啟了海外留

學風氣之先，故具有深厚學術價值。 

    另外，大陸學者李喜所的作品不可不提。李喜所先於 1987 年完成《近代中

國留學生》，1992年又出版了《近代留學生與中外文化》一書，其研究由文化交

流的角度著手，深入分析清末至民初的留學生，對幾位著名的早期留英學者，如

辜鴻銘、嚴復等人，也作了仔細的觀察。2
 

    在臺灣學界，陳三井（1996）所校定的《旅歐教育運動》輯錄了各類留法勤

工儉學史料，極具學術價值，可惜留英部分著墨不多，對於本研究幫助不大。 

    林清芬（2001，2003）所編輯的《臺灣戰後初期留學教育史料彙編》則是非

常細緻的作品，分別為「留學美國事務」及「留學日本事務」兩套，乃是林清芬

參考國史館所藏之教育部「各留學國事務檔」彙集而成，但時間上聚焦於 1945

至 1951 年間，留學地點也專注美、日兩國，對於本研究仍只能提供片斷性的參

考資料。3
  

                                                      
1
 該書部分文章探討了時至 1990年代較近期的時段。 

2 關於大陸學界近期對於留學史的研究成果，在本研究趨於完成階段之際又有一值得拜

讀的新作出版由章開沅、余子俠於 2013年所發表的《中國人留學史》一書。該書於〈台

港澳地區留學變遷〉一章仔細彙整了臺灣自日治時期以來至 2000年後的留學大小事，

對於 1989年以後臺灣學生旅英活動的發展亦有著墨，深具參考價值。 
3
 林清芬在編輯的過程中也大量參照了劉真、王煥琛與林子勛等學者的作品，但認為二

者所提供之民國政府遷臺後資料皆不夠齊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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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將範圍縮小限定於留英教育，在 1960至 1970年代間，曾有數位學者針對

清末海軍留英學生進行研究，如馬幼垣（1963）〈首屆海軍學生出洋留學之始末〉、

王家儉（1974）〈清末海軍留英學生的派遣及其影響 1876-1885〉等，皆對當時海

軍留英的歷程有著深入的描述與考證。在近期作品中，則以劉曉琴於 2005 年間

出版的《中國近代留英教育史》為代表。 

    劉曉琴師從李喜所，認為學界尚未對留英教育進行系統化的論述，故以此作

為其博士論文之研究題材，內容同樣由清末談起，至民國政府遷臺為止，細述該

時段留學英國的動機、政策、特色等層面，在史料蒐集與分析上下了極大功夫；

然而誠如標題所言，其研究框架設定在「近代中國」之上，雖然作為近期留學教

育之參考資料而言仍是不夠全面，但仍屬少數關於旅英華人留學生的專門性書

籍。 

 

 

二二二二、、、、跨國理論與留學生移民相關研究跨國理論與留學生移民相關研究跨國理論與留學生移民相關研究跨國理論與留學生移民相關研究 

    其次再論跨國理論及留學生移民相關研究。誠如上述所即，跨國主義乃是

1990 年代以後的新興理論，並且被多種社會學科廣泛地應用著，但留學生作為

跨國移民的可能來源之一，卻一直未被正視探討。 

    King & Ruiz-Gelices（2003：230）便直言，關於國際學生移民活動（International 

Student Migration）研究之貧乏，完全無法反映現實，更諷刺的是許多移民研究

學者每天相處的對象往往便是國際學生。而談及移民動機（Decision Making），

向來是移民研究學者的熱門議題，若論及學生移民的移民動機，隨著近年高等教

育的國際化與商業化，「國外學歷往往被視為取得當地居留權或國籍之墊腳石」

的概念，是為部分學者所支持的。（Gribble，2008；Ong，1992：131） 

    又者，學界對於學生遷移活動多半著重市場經濟抑或政治層面，至於其他變

因則較少著墨；Waters（2005）強調，教育作為移民動機而言實是被忽略的一環，

她陳述，當代華人離散現象與跨國家庭的相關研究雖已累積了一定基礎，多數學

者仍往往關注於表層跨國經驗的觀察，而甚少提及海外教育之於跨國實踐的重要

性。 

    因此，截至目前為止，將移民活動與教育連結之相關討論，資源不能算成熟，

研究成果也以國外較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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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縱觀現有與教育相關之跨國華人研究，以跨太平洋移民潮（Trans-Pacific 

Migration）居多，即二戰以後自香港或東南亞遷移至北美各地的華人移民探討。

關於這批移民的遷移動機，以往多與政治因素連結，也就是基於 97 香港政權轉

移之憂患而移民，但隨著相關文獻日多，教育動機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也逐漸明

朗。Ong（1992：130）引用 Bourdieu（1884）資本累積的概念，認為此批香港

移民不僅欲維持原鄉社會地位，也希望在移居地獲得同等的尊敬，然而要獲得真

正的尊敬並非僅是有錢即可，不論自身教育水平抑或家庭背景都甚有關聯；移民

身處異鄉，在後者多半勢弱，故教育一事便顯得格外重要。Waters（2003，2005，

2006）抱持著與 Ong相同的看法，她研究來往於香港與溫哥華兩地的衛星孩童、

留學生等跨國家庭議題多年，發現香港教育的持續普及不僅造成競爭加遽，也造

成本地學歷之學術通膨效應，引發許多中產階級家庭出走，並意圖透過海外學歷

來增加其文化資本，進而維持其社會階層與地位，故教育對於這些家庭的移動策

略具有重大意義。這樣的論點，在 Ley（2012：77）的研究中可獲得進一步的驗

證，Ley 在對 97 後香港移民之移民動機調查中，推翻了以往以政治因素作為外

移動機的主流論述，進而發現因教育而移出的比例與政治因素相同，均為 38%。 

    此外，類似的調查結果同時也可見於臺灣學者姜蘭虹與徐榮崇的論述中（姜

蘭虹、徐榮崇，2005；Chiang & Hsu，2006 ）。透過樣本分析與深入訪談，他們

發現教育往往是 1980 年代以後前往澳洲的臺灣移民最初遷移動機的主要因素之

一。 

    然而，跨太平洋潮移民中的移民典型畢竟多以家庭為移動單位，與留學生個

體在本質上仍有所差異，若關注近期全然就華人留學生移民活動所進行的研究，

則以針對中國大陸的論述居多。例如，Fong（2011）自 1999年起長期追蹤大批

由中國前往北美、歐洲、紐澳、日本等已開發國家攻讀高等學位的中國學生，她

由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的角度切入，發現新一代的中國知識份子選擇出

國求學的比例極高，並且多數具有移民動機；他們往往對海外抱持幻想，希望透

過國際名校的光環，取得當地居留權，擁有良好的職業，等存了足夠資本，再挪

運資金回中國投資。換言之，他們不僅想成為移居地抑或故鄉的菁英，更想成為

國際的精英。對於抱持如此野心的學生群體，Fong將他們定義為「跨國學生」，

而海外的求學經驗，也在無形中重新扭塑了他們的自我認同，一個不完全中國也

不完全異國的跨國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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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個類似的研究，則可見 Liu-Farrer（2011）的研究。Liu-Farrer直言，以

日前高度成長的國際學生市場而言，國際學生的移民活動過程長期受到忽略；她

觀察自 1980 年代中期起前往日本求學的中國留學生，認為中國留學生已成為日

本這個向來被視為「非移民國家」所有移民中最顯著且活躍的組成。對中國留學

生而言，異國國籍或永居權並非對原鄉認同的背叛，而是基於如何能夠更便利地

來往於兩地的實際考量。 

    另外，今日便宜的國際電信通訊、網路視訊與廉價機票，也消弭了留學生對

離鄉背井的恐懼，並且堅定了他們成就跨國生活的終極目決心。 

    Liu-Farrer（2011：147）強調，留學生之所以會產生異鄉原鄉兩地皆不願放

手的執著，原因之一在於他們發現在異鄉有所成就實在困難，但數年的海外經驗

仍可讓他們在原鄉獲得相對更高的社會地位，因此他們需要透過來自原鄉的景仰

來補償異鄉的受挫，而如此需求則更強化了他們的跨國性。 

 

 

三三三三、、、、臺灣留學生相關研究臺灣留學生相關研究臺灣留學生相關研究臺灣留學生相關研究 

    當回顧以臺灣留學生作為研究對象之探討，由於學生人數之趨勢，向來以留

美研究為大宗，學術上也以留美研究成果為豐；此外，亦有不少對於留學生在異

鄉心態調適抑或返國後就業適應層面的材料，至於關於近年留學教育發展之論述

則十分稀少，針對 1989年以後旅英臺生現象的探討更是付之闕如。 

    基於大環境使然，美國一直是臺灣學子留學的最熱門選項，留美人數也自遷

臺以來便不斷節節上升，尤其在 1950至 1970年代臺灣人才外流最嚴重的時段，

更因大批學生滯美未歸的特殊現象，引發學界討論。 

    令狐萍（2003：21）認為，透過留學活動的興衰，能清楚反映出臺灣社會發

展的進程；而學子的留學動機、留學期間的憂慮甚至留學生類型，也都會與時俱

變，故令狐萍依年代將整體留學活動，劃為三階段，分別為 1950至 1960年代之

「興起期」，1970 至 1990 年代之「高峰期」，以及 1990 年代以後的「衰弱期」

等三個時期。 

    關於此三時期的留美學生研究，含跨多種學科領域；如夏誠華（1994）認為

旅美學生乃菁英人才之重要來源，故在《旅美學人、留學生對中華民國政治態度

之研究》中兼運質化、量化手法來研究該時留美學生的政治態度與認同，進而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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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政府擬策提出建議。又如許擇昌（2001），其作《從留學生到美籍華人：以

二十世紀中葉臺灣留美學生為例》，以個案研究與深度訪談的方式，細膩呈現了

二戰後臺灣留學生在美國社會十幾年歷練後的心態與情感，其中心思想乃是與本

文研究最近似的作品，只是研究對象與時段有所差異，但仍讓筆者受益良多。蔡

雅薰（2001）的《臺灣旅美作家之留學生小說及移民小說研究（1960~1999）》則

由文學角度切入，剖析活躍於 1960至 1980年代的留學生文學，及其如何逐漸轉

化為移民文學的過程；陳大道（2010）也透過文學刊物，探討那留美不歸時空下

留學生如何成為移民第一代、又其與故鄉親情間或酸或甜的種種。 

    另一類臺灣留學生研究主流，則關注留學生留學各階段心理狀態的轉折。經

由長期追蹤及量化分析，多項研究數據顯示超過半數的臺灣學生在抵美後深受思

鄉、文化差異、學業壓力、社交隔閡甚至氣候等因素所影響，導致心理壓力沉重

而情緒低落。(Ying & Liese，1991；Ying，2005；Ying & Han，2006) 類似的心

理學研究也可見陳秉樺（1994），其研究透過對學子出國前後的訪問調查，進而

探討留學經驗對臺灣留學生自我認同的影響。此外，黃弘毅（2007）之《臺灣留

英學生返國經驗與調適歷程之研究》碩論，是極少數專門針對近年留英學生現象

所進行之論述；其研究發現留英學生在返國後對於反向文化衝擊，分別需要一到

六個月的過渡調適期，而調適時間長短也與性別、年紀、旅居地的都市化程度和

個人性格息息相關。 

    在關於臺灣整體留學教育發展的研究上，姚舜、陳金泉（1981）之《二十年

來我國留學教育之研究》內涵較廣。該文基於當時人才外流的不平衡狀態，探討

1960 至 1979 年間國內留學情事，並於 1980 年進行大規模問卷訪查，發現留學

人數隨著國家留學政策寬鬆而不斷上升，但在問及境外學子回國服務意願時，有

44.97%表示暫無打算，而 46.55%則尚未決定；另外於探訪正準備出國學子一項，

也有超過 46.55%的比例回應要日後「視回國條件時機」才能決定（姚舜、陳金

泉，1981：3）。 

    由此可見，雖然臺灣在 1970 年後國內環境已日漸好轉，人才也逐漸回流，

但長期以來由「留學」到「移民」的風潮已然深植，無法輕易扭轉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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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英國華人相關研究英國華人相關研究英國華人相關研究英國華人相關研究 

    若將焦點轉向海外華人研究領域，就人口而言，亞洲地區的海外華人人口約

佔全球比例的 78%，其次為美洲的 14%，兩區合計便含括了超過九成的人口量；

相較之下，歐洲則僅佔 4%，因此歐洲華人研究向來僅能堪稱小眾（僑委會，

2009）。 

    以英國一地而論，時自 1980 年代起，才陸續有數位學者開始對英國華人產

生關注，如 Baker（1986）與胡志強（1989），都對華人移英的歷史歷程做了回

顧。 

    華人移英的最早紀錄可追溯到十九世紀，如來自利物浦（Liverpool）的豪特

兄弟（Alfred & Philip Holt）所擁有的海洋輪船公司（Ocean Steamship Co.）在

1868年首度開發中英直航的船班，並且從 1893年開始僱用華人船員。部分海員

在港口利物浦上岸後定居，因此利物浦是英國最早有華人聚集的城市。據崔貴強

（2010：356-357）所言，英國華人人口在 1851年僅有 78人，1901年成長至 387

人，時至 1931年則為 1194人，除了絕大多數的海員，也包括了部分留學生。 

    華人真正大批湧入英國，約莫得從 1950年代左右算起。胡自強（1989：25-26）

認為，在國民黨政府退守臺灣後，海峽兩岸的冷戰氛圍，促使大批香港、新界地

區的華人前往英國，故港人移向英國主為避共。胡自強的論點為班國瑞（Benton）

與鄧麗蘭（2005：62）所反駁，班、鄧二人提出，許多來自新界地區的移民曾經

加入共產黨活動，本質親中，而非胡志強所稱之傾向反共。不論香港華人移民政

治立場如何，英國華人人口自 1950 年代後快速增加一事是可以肯定的。而中國

在經歷十年文革後，於 1970 年代晚期走向改革開放，允許人民出國，加速其人

口透過各種合法抑或非法的模式大量流向歐美等地；另外，伴隨著 1997 年香港

回歸中國的壓力，也促使大批港人再度移居。4
  

    綜觀日前英國華人人口，除了土生華人外，主要以來自香港與大陸者為大

宗，截至 2011年止已逼近五十萬人。 

    除去歷史學上的討論，近年隨著英國華人人口的增加，學界對於英國華人其

他層面議題的關注也逐漸增加，其中英國學者 Benton 尤其堪稱大家。例如 The 

                                                      
4
 1989年六四天安門事件後，香港居民對於回歸中國產生恐慌的移出潮，英國政府開始

規劃給予部分香港居民英國公民的身分。之後 1990年《英國國籍法案（香港）》（British 

Nationality Act (Hong Kong)）頒布，英國政府分發五萬個香港家庭英國公民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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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in Europe (1998)與 Chinatown and transnationalism (2000)二書，雖然並非

針對英國一區所著之專書，但都涉及諸多英國華人的議題。而 Benton 近期與

Gomez合作出版的新作 The Chinese in Britain, 1800 – Present， 除了統整華人移

英史，也探討了英國華人的經濟發展、跨國意識以及自我認同等論證。在英國華

人之跨國性一層，他們強調，並非所有的華人移民抑或華裔子女都適用於跨國主

義，至少絕大多數遁入傳統外帶中餐廳、洗衣店產業的新移民、抑或土生與 1.5

代移民就不適合。 

    至於華人學界，近期研究成果則以劉宏最豐。劉宏早期以研究東南亞華人為

主，自 2006 年前往英國任教後，也針對英國華人社會發表了不少論述。如〈當

代英國華人社會與政治參與：以 2010 年大選為中心〉一文，收入於其與王曉萍

主編的《歐洲華僑華人與當地社會關係：社會融合 ∙ 經濟發展 ∙ 政治參與》一

書中，該文透過 2010 年的下議院選舉，來觀察近二十年來的英華社會結構，發

現近年因大陸移民與留學生兩類移入，使英國華人數量大幅增加，並具有所謂的

「多元化」及「碎片化」兩大特徵；然而，隨著英國華人來源背景的複雜化，對

英華社會的內部凝聚力也產生阻礙，甚至影響了對英國主流社會的認同發展。 

    劉宏的另外一篇作品〈英國和新加坡吸引海外高端人才的政策及其對中國的

啟示〉，則收錄於王耀輝主編的《建言中國：海外高層次留學人才看中國》中。

該文透過觀察比較英國與新加坡兩國的人才吸收政策，以對中國政府提出建言，

進而發現英國的人才戰略實屬其政府移民政策的從屬品，因而深受政治與國際情

勢所影響，如 2005 年起相繼發生的穆斯林恐怖攻擊事件，就導致原本偏向開放

式管理的移民政策自此轉向。 

    另外，姚麗雲（2012）也發表了〈英國高技術移民政策的變遷與華人新移民

的回應〉一文，同樣收錄於王曉萍主編之《歐洲華僑華人與當地社會關係》書中。

該文聚焦於近年由中國流向英國的高技術移民，仔細分析了 1990 年代以來英政

府對高技術移民政策的演變沿革，以及中國高技術移民對其政策變動的應對。姚

麗雲認為，基於高技術移民所能帶來的經濟價值，移民之於英政府並非處於完全

被動的角色，而具有一定程度的反作用力，足以影響政府對於移民政策走向的態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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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五、、、、文獻綜述文獻綜述文獻綜述文獻綜述 

    縱觀目前相關文獻的整體趨勢，不難發現，關於旅英臺生風潮的學術探討著

實貧乏。誠如李喜所（2005：114）之言，臺灣的留學教育研究在 1970、1980年

代盛極後即開始走下坡，故若欲蒐集完全切合題旨的文獻材料實有其困難度。 

    在留學教育史研究一項，可發現其內涵尚未能確切趕上時代的腳步，焦點仍

停留在西風東漸之初、全球化浪潮席捲之前的年代，研究場域也多半侷限於美、

日兩國上，雖就 1989 年後旅英臺生研究而言，並非直接材料，但在留學教育背

景知識與歷史進程的建構上仍是有所助益的。 

    再論跨國理論相關探討，將留學生移民作為研究對象之論述已經有限，在研

究對象上的選擇上，國外學者專注中國大陸留學生的討論，國內研究則以旅美臺

生為主軸，鮮少切合旅英臺生之題旨者，完全無法反映近年留英學生人數增長之

事實。類似的情形，也可見於近年國內碩博士論文的趨勢上，儘管有多篇涉及留

學生議題，但往往偏重美國，抑或著重探討回國後適應問題。5
  

    至於現有英國華人的相關論述中，雖然點出留學生為華人新移民重要組成，

但關切對象仍以中國大陸移民為主，至於來自臺灣者則同樣甚少論及。 

    綜合以上，雖顯示了研究資源與參考文獻上直接素材的不足與限制，但也正

好反應了此議題的發展空間，並且確實具有進一步深入論證的必要性。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研究問題意識研究問題意識研究問題意識研究問題意識 

 

    令狐萍（2003：27）認為，臺灣留學教育在 1990 年代即開始走下坡，而臺

灣高等教育的發展、經濟社會的繁榮與國際化，則是造成留學趨勢衰弱的主因，

但筆者觀察並非全然如此。 

                                                      
5
 國內留學生相關學位論文如：陳惠珠（1979）之《回國學生之工作滿意及其對留學政

策之啟示》; 曾玉娟（1997）之《教育部公費留學返國人員之調查研究》; 魏瓊玲（2004）

之《留學生返國生活適應歷程之研究》; 黃弘毅（2007）之《臺灣留英學生返國經驗與

調適歷程之研究》; 鄭裕宏（2009）之《返國留學生工作價值觀、工作滿意與就業適應

之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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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教育部 1988-2007年我國學生主要留學國家簽證人數統計，留美人數確

實在 1990至 1995年間持續下降，平均每年減少約 270人次，但必須注意的是整

體留學人數並未減少；同期間，留英人數反而每年平均增加 561人次，另外加拿

大、澳洲、紐西蘭等國雖不如英國增加迅速，同樣仍呈現成長的現象，可見留學

市場並非不再，而是在程度上被其他英語系國家瓜分了，英國更儼然便是其中獲

利者。 

    其次，在 1995 年後，留學總人數再度向上攀升，旅英人數更是增長甚劇，

如此變化一定其來有因，然而其因為何？ 

    若以令狐萍所提出，就教育、經濟與社會三個層面的觀察，此三層面在當時

臺灣社會究竟又因為哪些變因而轉向成長？ 有鑑於此，筆者欲在令狐萍教授論

述的框架下，試圖同樣由教育、經濟、社會三層來解釋 1980 晚期後旅英活動高

度發展現象的產生，首先提出以下假設： 

 

一一一一、、、、教育層面教育層面教育層面教育層面 

自 1990 年代起臺灣大學數量不斷增加，高度的學術通膨，使得本地學位貶

值，學子轉往國外名校，藉國外文憑增添自身文化資本與競爭力。6
 

 

二二二二、、、、經濟層面經濟層面經濟層面經濟層面 

臺灣經濟在 1990年代初期盛極後開始逐漸走下坡，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

雖未直接衝擊，但種種後續效應也隨之逐漸明顯。基於整體環境的惡化，學子藉

出走尋求更好的發展。7
 

 

                                                      
6
 1990至 2000年約莫十年間，臺灣大專院校數量成長了近三倍，大專學生人數也增加

有兩倍之多。見教育部統計處（2001）。 
7
 呼應了 Schiller、Basch & BlancSzanton（1995：50）認為跨國移民出現的成因之一乃

是由於全球經濟環境惡化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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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社會層面社會層面社會層面社會層面  

臺灣網路等通訊科技在 1990 年代中後期開始高度發展，國際信息靈通。令

狐萍（2003：27）認為網路普及加速了國際研究成果的流通，故學子不需負笈海

外也可知天下事。在理解令狐萍教授見解的同時，筆者認為其背後尚帶有更深層

的意涵，即學子雖然不出門也可知天下事，一但知了天下事，反更加深出國親身

體驗的衝動。8
 

    在旅英風潮的持續發展下，筆者在研究進行之前作出臆測，推斷有部分的臺

生在完成學業後，決定定居英國並歸化入籍，而這樣類型的旅英臺生則構成了現

今英國臺僑群體中的最大組成（見下圖 2-1），即今日旅英臺僑應多為留學生身分

所轉成。 

    另外，基於他們的成長與教育背景，作為新一代移民的他們有別於傳統大框

架的海外華人移民，進而發展出特殊的跨國華人群體特質。 

 

 

圖 2-1. 旅英臺僑關係位置示意圖（本研究自繪） 

 

                                                      
8
 如 OECD(2004：18)研究指出，除了現實層面的考量，許多學子也會為了實地體驗當

地文化風土並藉機精煉該國語言而選擇出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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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以上促成 1989 年後旅英活動發展的三項假設，筆者欲透過下述問題予

以釐清驗證。首就出國深造之動機，臺生為何選擇出國深造？出國動機相較於早

期留學生有何轉變？與臺灣本地學術通膨是否有對應關係？臺生為何轉而選擇

英國而不是以往最熱門的美國？在啟程前是否已有未來居留英國的打算？ 

    其次於留學期間，臺生自英國的教育體系有何體會？與英國當地華人社會是

否有所互動？對於畢業後留在英國發展有何想法？在取得學位後，有何等比例的

臺生企圖留在英國？而英國政府對此態度為何？在移民政策面呈現了何種走

向？又假使真正得以留下，他們能否被放置於跨國華人的框架下予以檢視？如果

答案是肯定的，他們具備有哪些跨國華人的特質？ 

    最後，針對近期一反過去數十年趨勢、2008 年後旅英人次暴跌的現象，因

何故而生？是政策面的干擾？抑或其他外力使然？ 

    透過對於上列諸多疑問的探索，除了就前段三假設進行檢驗以外，筆者也希

冀能在程度上證實「從旅英臺生到臺僑」間的身份轉換關聯，進而客觀地初步描

繪出 1989年後旅英臺生的各種面向與其現象下所產生的附加效應。 

 

 

 

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 

 

    本文之研究方法主要針對兩個層面進行設計，在宏觀面務求理解臺英雙方政

府態度政策、國際情勢對於旅英臺生現象消長及其移民可能性的影響，微觀面則

強調對臺生個人主觀意志與實踐的觀察解讀。 

    因研究主題涵跨多種學科領域，在建構與操作上需兼運歷史學、人類學、社

會學與教育學之蘊含，並且重視當事人視角，故採用質性研究方法以求研究深

度。基於現有學術資源之不足，首先透過文獻分析法蒐集相關材料，再利用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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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問卷調查、訪談以及相關活動的參與觀察，以紮根理論的精神進行實務分析、

歸納。 

    在文獻蒐集上，由於資源素材零散之困難，除了於文獻回顧一節所提及之四

大方向之學術專書與期刊論文，也引用各類臺、英官方網站所提供的公開訊息與

統計數據。 

    在這個資訊化的年代，許多官方統計或資料都朝著數位化的形式發展，例如

歷年臺灣留學生人數統計可自臺灣教育部、僑委會僑務統計年報、內政部統計處

取得，而英國對於境內國際學生所進行的各項統計則可自英國文化協會（BC）、

英國高等教育統計協會（HESA）、英國國際學生事務處（UKCISA）、經濟合作

與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

等機構進行蒐集。9
  

    至於英國移民政策的發展與變遷一層，如二戰以來英國國會所通過的各項移

民法案與國籍法內容等，可自英國國會（UK Parliament）或是自英國國家檔案館

（The National Archives）取得原始法條，而移民局歷年所制定的各項更革，則可

由英國國境局（UK Border Agency, UKBA）與英國內政部（Home Office）獲得

大量資訊。 

    此外，英國每十年一度的人口普查（census），則是觀察其境內移民活動趨

勢的直接資料，除了最近一次 2011 年的人口普查因尚未完成全數分析而僅公開

部份資訊，在此之前的普查資料都可由英國國家統計局（Office for National 

Statistics, ONS）網站獲得。 

    除了以上所述之統計與官方資訊，筆者也欲透過英國當地華文媒體來觀察整

體華人社會環境。 

                                                      
9
 英國文化協會（BC）於 1934年成立，目前在全球超過一百個國家設有辦事處，在臺

灣也有三個駐點，是臺灣留學生前往英國求學資訊來源的第一關口。HESA為英國政府、

英國大學聯盟於 1993年所成立之研究機構，其宗旨在於對英國高等教育品質進行評估、

分析與提出建議。UKCISA則是為推動英國高等教育國際化所成立，掌控各種與國際學

生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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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國的華文報業自 1990 年代後隨著華人新移民的移入而有了長足的發展，

不僅在型態上產生變化（由以服務香港讀者的繁體版轉為簡體字版），報刊的種

類的也不斷增加。目前英國所有華文報刊均以免費週報形式發行，擺放於華人超

市、中國城抑或地鐵站出入口等人潮匯集處供人自由拿取，故筆者在旅英期間也

刻意蒐集了不少華文報刊。英國華文報刊雖然因屬免費報紙而充斥了大量廣告頁

面，但仍有固定篇幅對時事作出回應，其中與移民事務相關者尤是焦點，在一定

程度上足以反映當地華社的態度，而筆者也分別參考了《英國新歐華報》、《華聞

周刊》、《華商報》、《英中時報》、《歐洲時報英國版》等刊物。10
 此外，筆者也

斟酌參考英國本地媒體如 BBC抑或獨立報（The Independent）之報導。 

    其次，筆者認為雖可從統計資料獲得臺生人次消長的數據，但鑑於現今針對

性學術資源的不足，對 1989 年後旅英臺生所知仍非縝密，故先針對研究對象進

行開放式問卷（open-ended）調查。開放式問卷雖具有蒐集到較廣泛資訊及特殊

意見的好處，並且不容易限制受訪者的思考邏輯，但同時也具有難以量化、填卷

時間較長較瑣碎而降低填卷者完整作答意願等缺點。 

    但為了釐清旅英臺生群體的初步面向，筆者仍然選擇了開放式問卷的研究方

式；問卷的設計粗分為四部分： 

    第一部分為受訪者之年齡、學經歷、留學經費來源等基本背景資料，有助發

掘旅英臺生是否有較特定的典型。 

    第二部分問及旅英動機、對於英國教育與社會之觀感，以及就移民一事的想

法。 

    第三部分對受訪者身分進行區分，分別為仍於英就學者、已畢業且返臺工作

者、已畢業並於英工作者，和已有兩次以上長期旅英經驗者。 

    最後，問卷第四部分則涉及受訪者與當地華社或留學生團體之互動。 

                                                      
10

 以創刊先後排序，分別為： 《華商報》2000年、《英國新歐華報》2002年、《英中時

報》2003 年、《華聞週刊》與《歐洲時報英國版》2011 年。除《華商報》，其餘均為簡

體中文版，而《新歐華報》則是在 2011年才改為簡體中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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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卷在完成初步設計後，筆者首先請兩位筆者幾年前於英國求學時的同窗協

助進行前測(pre-testing)，以檢測問卷之完整性等細項；在確認問卷之可用性後，

即開始正式尋找合適對象進行填寫。 

    在問卷對象的搜尋上，筆者分別透過數個管道著手，其一為網站 Hello UK

與 BBS網站 PTT的「英國留學遊學版」論壇區，其二則為私人校友與社交資源。

問卷調查部分自 2011年 11月至 2012年 2月間完成填寫回收，總計蒐集有效問

卷共 63份。11
  

    在第一階段問卷回收完成後，筆者以滾雪球抽樣法（snowball sampling），

另外針對 17 位在完成學業後選擇定居英國者進行半結構式的深入訪談，訪談受

訪者的資料並不納入問卷受訪者樣本中，以作為樣本類型上的區隔，訪談則於

2012年 3月至 5月間進行完成。 

    訪談作為收集資料的研究方法之一，其內容可信度向來是具有爭議性的，畢

竟人在經過一段時間的沉澱後，往往會忘記最初的感覺，抑或參雜了一定成份的

想像記憶，這種主觀性的過濾歷程，使得訪談法應用於研究上有其限制。 

    然而對於研究者而言，即使是極為主觀的情緒，也不能輕易抹煞其重要性，

因此操作得宜的深入訪談具有「深入人心、探究受訪者真正想法、得到更真實資

訊」的功能。（萬文隆，2004：17） 

    關於深入訪談受訪對象的搜尋，堪稱本研究執行上最困難的一個環節。在研

究最初，一如問卷對象的蒐集，筆者意圖透過網際網路及私人社交圈著手，但很

快便發現實際運作的成功機率甚低。訪談與問卷的最大差異之一，在於訪談屬於

更進一步的直接性接觸，在對談的過程中也很可能涉及私人層面的經驗與情感，

                                                      
11

 Hello UK為 2001年由一群旅英臺灣留學生所成立的學生獨立團體，並進一步在 2008

年正式成立實體組織。Hello UK定期出版針對臺灣學生所撰寫的英國求學攻略，目前已

增訂三次，目前擁有近七萬名會員。Hello UK不僅服務臺灣留學生，也為香港、澳門學

生專門設立了討論區。至於 PTT則是架設在臺灣大學系統下的電子佈告欄系統，也是

目前國內 BBS網站規模最大者，其中「英國留學遊學版」討論區與 Hello UK功能相仿，

皆人氣興盛，舉凡申請學校、生活起居、文化適應等大小留英事務，臺灣學生都可刊登

文章詢問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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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從網路上尋找訪談對象，在彼此全然陌生、缺乏介紹人的情況下，絕大多數符

合條件者也許願意填寫問卷，卻不願意接受訪談，故筆者只好將希望轉冀於私人

社交資源上。 

    筆者曾在 2005 年曾前往英國求學，當時即有兩位同期旅英的朋友，是在學

成後決定定居英國，在重新取得聯繫後，透過這兩位朋友的介紹，再一一擴展出

去，以滾雪球抽樣法的方式，最終訪問了 17人。在 17位受訪者中，其中有高達

16 位為女性，至於他們旅居英國的時間長短，五年以下的有 6 位，六至十年的

10位，十一年以上的則只有 1位，顯見最高比例的受訪者均是在 2002年至 2006

年這個區間前訪英國的女留學生。筆者檢討，本研究中的訪談受訪者之所以具有

高度同質性，乃是滾雪球抽樣法對於一般人「物以類聚」特性的捕捉；由於筆者

最初接觸接觸的兩名朋友便是分別在 2004年與 2005年前往英國的女性，因此從

她們的社交圈擴展出去，自然也容易尋得類似狀況的個案。筆者雖然對於受訪者

的高同質性不甚滿意，但限於重新尋得條件分布更「均勻」受訪者實踐之困難，

再者不可否認的即使在高同質性的前提下這群受訪者仍舊代表了 1989 年後旅英

活動的一部分，故最後筆者還是決定針對這批案例進行論述分析。 

    訪問的過程中，基於受訪者私人狀態的多樣性。有些人忙於工作；有些忙於

家庭，往往難以協調出理想的訪談時間，因此訪談實施方式的彈性就變得格外重

要。對於可直接當面訪談者，會面的地點從咖啡廳、學校到私人住所皆有。另外

也有多位是透過電話抑或網路語音進行，並在經受訪者同意的前提下利用錄音筆

錄音紀錄。12
  

    而在訪談次數與深度層面，為鼓勵受訪者能更主動開放的暢談，訪談以半結

構式的框架進行，在不偏離主題大方向的前題下，逐步引導受訪者自由發揮。至

於訪談次數，筆者則視受訪者初次的回應與態度來決定是否增加；有些受訪者十

分健談，即此初次會晤也很願意分享，對於此類個案筆者便可能提出二度訪談的

                                                      
12

 有三位受訪者不願意接受錄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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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約，以求更深入了解他們的旅英經歷。不過，也有少部分受訪者是持比較保守

的態度，除了不希望具名和透露個人資料，也表達了希望訪談過程能夠盡量「簡

潔」些的訴求。 

    據徐宗國（1997：25）所言，紮根理論是特別適合自尚待研究的領域中發掘、

萌生並建構出反映社會現象的研究方式之一。 

    本研究在相關學術資源甚少的情況下，當問卷與訪談過程結束後，筆者即開

始整理訪談內容摘要與逐字稿，以紮根理論的精神進行歸納，以期在所蒐集的素

材中由下往上凝結出一個足以反映該現象本質的核心概念（Oktay，2012：17）。

在大量的問卷樣本與逐字稿中，筆者首先將同類型或內涵近似的陳述或回覆類型

編碼歸類，並透過計算該類型回覆之出現次數，以作為該種觀點的「強度」，再

經由這些觀點的比較、連結與分析，來解釋某個特定的現象。例如在探索臺生對

英國高等教育感覺一項，舉問卷樣本一、二號為例，分別做出了下列回覆： 

 

    樣本一：英國的研所課程，在許多層面（如論文寫作規格等）比臺灣嚴謹。 

            另外國際學生多，能有較多的機會和其他國家的同學交流。不過我 

            覺得英國的國際學生學費還是太貴了。 

    樣本二：研究方式和臺灣不同，與不同國籍的人交友可增長見聞。 

 

    針對樣本一即可歸納出「正面評價－課程嚴謹」、「正面評價－國際生多」

和「負面評價-學費昂貴」等三種觀點；而樣本二則為「中性評價－與臺灣不同」、

「正面評價－國際生多」兩種。兩份樣本整理後，可得知正面評價強度（出現次

數）為 3，高於負面評價（1）與中性評價（1）；而在正面評價中，國際生多這

一觀點的強度也最高（2）。 

    除了採用問卷與訪談之由外部檢視旅英臺灣人群體，筆者同時也透過參與觀

察法試圖由內部體驗其氛圍。在相關活動的參與上，由於撰寫論文的期間筆者暫

居倫敦，很幸運地能夠親自參加不少旅英臺灣人活動，在實際情境下觀察臺生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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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僑的行為模式。除了例常私人交際生活外，筆者也自 2011年 10月起開始不定

期參加倫敦亞非學院（SOAS）臺灣研究中心舉辦的臺灣講座。該講座以小型研

討會的模式每週固定舉辦，邀訪研究臺灣相關議題的研究生或學者發表個人學術

成果，吸引了不少倫敦週遭各校臺灣留學生參與。雖然參與觀察法是研究方法中

較缺乏可信度的一種，但對於理解所知甚少的現象或群體仍具有一定的功效。 

    在參與程度上，筆者持偏向 Gold（1957：220）之所謂「觀察參與者（participant 

as observer）」抑或陳向明（2007：311）之「邊緣成員式研究者」的方式，在主

要以旁觀者的角度觀察臺生互動的同時，偶爾有目標對象前來攀談，也不排斥與

其互動或告知自己正在進行研究之事實，並藉機進一步詢問其對於相關議題的看

法。 

    綜合以上，本研究之研究流程與實施步驟，如下頁，圖 2-2所示： 

 

 

 

 

 

 

 

 

 

 

 

 

 

 



第二章 研究架構 

 

 

 

33 

 

 

 

 

 

 

 

 

 

 

 

 

 

 

 

 

 

 

 

 

 

 

圖 2-2  研究流程實施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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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  留英教育探溯留英教育探溯留英教育探溯留英教育探溯 
 

    誠如前章研究架構中所言，本文研究對象雖以 1989 以後的旅英臺生為主，

但近年高度成長的旅英活動並非偶然引發的現象，而是隨著時代演進與各種外力

交互作用下的產物，並非與過往全然無關。 

    在本章，首先透過留學史簡單回顧留英教育的最初，再隨著時程進展分段進

行論述，分別列舉為「清末至二戰以前」、「民國政府遷臺至 1980年代」和「1989

年以後」三個階段。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清末至二戰前留英史回顧清末至二戰前留英史回顧清末至二戰前留英史回顧清末至二戰前留英史回顧 

 

    當談論中國近代海外留學之嚆矢，許多資料均指向於 1847 年跟隨傳教士

S.R.Brown至美國求學的容閎。1
 容閎在 1854年自耶魯大學取得學士學位，返國

後投身洋務運動，為現代化發展做出貢獻。相較於容閎，較鮮少引人注意的是

1847年同他一道出洋的兩位同伴黃勝與黃寬，其中黃寬更是留英史上第一人。2
 

 在容、黃等人赴美兩年後，由於經費受阻，新任資助者提出轉赴英國求學的

要求，容閎不願離美，黃寬則應允，繼而於 1950 年前往英國入愛丁堡大學攻讀

醫科，並於 1857 年以第三名的成績完成醫學博士學位。黃寬作為中國留英學生

                                                      
1 容閎(1829-1912)，廣東省香山縣人，於 1847年隨馬禮遜學校教師勃朗牧師並同黃寬

及黃勝兩位同窗前往美國留學，至 1849年後只剩容閎一人留在美國。容閎於 1850年考

入耶魯學院，是首位就讀於耶魯學院的中國人，他在 1854年取得文學士後返國，曾於

廣州美國公使館、香港高等審判廳、上海海關等處工作，也曾投洋務運動。 
2
 黃寬(1829-1878)，廣東省香山縣人，1847年隨勃朗牧師赴美求學，因經費緣故於 1950

年轉赴蘇格蘭愛丁堡大學。黃寬是中國第一位留英學生，1857年返國後先在香港開診

所，之後也從事臨床教學。黃勝(1827-1902)，廣東省香山縣人，1847年隨馬禮遜學校教

師勃朗牧師赴美後，因健康問題於 1849年返回中國。黃勝有豐富的報業與翻譯工作經

驗，曾參與創辦《中外新報》、《華字日報》、《循環日報》、《遐邇貫珍》等報刊，也曾協

助清廷選派幼童赴美事務。其次子黃詠商曾於 1895年協助孫中山等人發動廣州起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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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人，今日愛丁堡大學校園內還可見其紀念銅像。（林子勛，1976：4-6；劉曉

琴，2005：21-23） 

    有別於以上獨立留洋的個案，官派留學則要等到 1860 年代以後才開始發

展。滿清末年，由於內部積弱與外患頻頻叩關，對通曉外語人才之需求也不斷增

加，同文館和廣方言館等語言學校的設立，成為西文學習機構的先導。然而隨著

外侮日盛，基於師夷長技以制夷的呼籲，1866 年於福建馬尾成立福建船政局，

訓練海軍人才，其附設「船政學堂」分為二部，分別為「英國學堂」與「法國學

堂」，即透過英語和法語來研究訓練船隻駕駛和建造。同年，清廷也派人遊歷列

強諸國，以了解其發展實況，遊歷結果引發朝野重視，故其後遂產生選派幼童赴

美一事，成為中國官派留學教育之始，至於留歐則起步稍晚。（林子勛，1976：

86；劉真、王煥琛，1980：583-587） 

    1877 年，在沈葆楨、李鴻章的奏議下，清廷派遣船政學堂學生前往英、法

求學，為第一批正式留歐公費生。 

    其中派往英國者計有 12 名，預計停留兩年期，第一學年先學習天文、海圖

學、氣學、水師戰法、英語等科目，次學年再開始學習駕駛炮船、槍砲操作以及

海圖繪製等實務，最後四個月則分發到英國當地海軍軍艦實習。3（瞿立鶴，1973：

101；舒新城，1989：11） 

    基本上，晚清時期的留英教育主要建立在軍事學習需求上，故以海軍學生為

最大宗，他們對於中國軍事現代化的推動也起了不少作用。例如：1894 年甲午

戰爭的中日海戰中，日方陣營擁有多名中、高級指揮官具有留學英美的背景，而

中國海軍則幾乎所有參戰艦隻的艦長都曾經留英，可說是一場留學生的軍事對

決。4（胡勁草、錢鋼，2003：190-191） 

                                                      
3
 其中最知名者之一為嚴復，被送到倫敦格林威治海軍學校（Greenwich Naval College）

求學。 
4
 如｢濟遠艦｣艦長方柏謙、｢超勇艦｣艦長黃建勳、｢經遠艦｣艦長林永升、｢鎮遠艦｣艦長

林泰曾、｢定遠艦｣艦長劉步蟾等，都是福建船政學堂派往英國留學的留英生，並與嚴復

同樣畢業於倫敦格林威治海軍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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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也有部分留英學生為同文館所派遣。同文館學生留英，主要基於駐英

使館的設立。1877 年，清廷在倫敦設立使館；作為第一個海外使館，首任大使

郭嵩燾在出任之際，向李鴻章要求多帶十名留學生同行，以在英國學習機器、律

法、汽化科學等科目，但並未獲准。 

    郭嵩燾駐英期間，曾參訪當地數間大學，發現在中國任教的洋教師並非真正

優秀人才，故中國學生要學得最頂尖技術，實該出國為佳；由此，他對旅英的中

國留學生也格外關心，不僅曾親自接見該時於格林威治海軍學校就讀的六名留學

生，更詳細詢問了解他們的讀書作息。（葉雋，2012：38）在這樣的過程中，郭

嵩燾領悟了「出洋當以語言文字為先務也」之前提。 

    由於使館業務翻譯需要，郭嵩燾帶了同文館學生張德彝、鳳儀等人赴英，他

們在旅英期間英文程度大增，如張德彝日後便成為光緒帝的英文教師並接任駐英

公使，與先前的旅英磨練不無關係。5
  

有鑑於此，1896 年總理衙門正式明文規定，駐歐使館皆可帶四名同文館學

生同行，學子在當地學習三年，修讀科目不限，學習有成者，則給予獎勵分發職

務，留學費用也全數由國家配給，故同文館學生遂也成為海軍學生之外留英學生

的主體，其學生在學成後則多成為專業外交人才。（劉曉琴，2005：21-53） 

基於以上，劉曉琴（2005：43）認為，留英教育的起點在初始就比留美高，

因為留美都是幼童，得先花上數年學習英文，而留英學生已有語文基礎，使得留

學年數大幅減少，更符合經濟效益。 

    在官方推動下，留英教育漸見雛型，學生的來源也開始拓展，數間新式學堂

如南洋公學、天津中西學堂等，皆自 1897 年開始送學生前往英國，學生學成後

也有不少回母校任教。 

    另外，同文館、各部（學部、郵傳部、陸軍部、農工商部）與省政府都開始

有系統地操辦留英活動。（劉曉琴，2005：64-79） 

                                                      
5
 其他類似案例尚有馬建忠、陳季同、羅豐祿等人，他們都是在 1877年隨使館前往歐

洲並在英國學習，日後也都成為重要外交人才。（李喜所，2007：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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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得一提的，是自費學生留英在甲午戰後開始零星出現，這些學生或者自籌

經費前往、或者得到教會支持、有的甚至得到英國大學的獎學金；而在香港、東

南亞的華人聚集地，受殖民統治影響，也持續有華人留英。故晚清留英，從初始

完全以公費為主，到後期少量自費生出現，學習科目也由專攻軍事逐漸多元化，

為留學教育奠立了根基。留英學生在課業之餘，也結集參與社團活動。班國瑞、

鄧麗蘭（2005）研究清末英國僑社指出，1880利物浦的「致公堂」6，應是由留

學生組成；1906年倫敦的「中華會館」，也是當時留學生的聚集場所。 

    基本上，清政府向來未對留學生資格做出任何嚴格的規定，但有鑑於留日學

生增加過速，有流品太雜之慮，故直到 1908 年才始首度出現留學生資格規範，

限定有中學以上學歷、中文程度佳、年滿二十五歲以上、於學界政界實有經歷且

品行佳又身體強健者，始可出國。在留學經費的撥給上，由於自 1900 年後海外

留學人數日眾，於 1905 年正式頒佈《西洋留學簡明章程》，制定了公費留學的

經費標準，如留英生每月公費補助為 16英鎊；另外於留學生的管理上，也從 1907

年開始派人前往歐洲監督，如首任監督即為前淮揚海道蒯光典。蒯光典赴歐後，

有感於一人監管歐洲數國之困難，提出於各國使館分設遊學監督處的建議，獲學

部通過，分別派遣了四名官員前往英、俄、德、法四國，其中英國監督為學富七

品官員高逸，在前往英國以前，高逸曾任駐日留學生調查常務委員。後來，學部

又於 1910年奏定《管理歐洲遊學生監督處章程》，規範了留歐學生的留學年限、

攻讀學科等細項。（舒新城，1989：87-109） 

    隨著民國革命的成功與清廷的傾倒，時至民初政權交替之際，大環境動盪不

安，公費留英生要面對的首要問題是經費的來源與維持，期間留英公費雖偶有中

斷情形，但各方仍竭力救濟。 

    民國政府成立後，教育部先在 1913 年頒布《經理歐洲留學生事務暫行規

程》，重新派遣經理員赴英管理留學生生活事宜，並對官費生重新訂定規範共十

                                                      
6 另有一說認為致公堂由來自上海的海員所組成，是為英國的洪門組織。參見李聆、沈

關寶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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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條，其中條例雖然多針對留學經費設立，但也有對留學生私人生活做出嚴格限

制者，如第十三條不得與西人結婚，即擔心留學生在通婚後會選擇居留海外不

歸，遂先杜絕其移民的可能性。7（林子勛，1976：220-229） 

    1916年，政府再度更新訂定《選派留學外國學生規程》。在清末，留學生的

篩選多是派遣者認定符合資格即可，此時則重新擬制，除了過濾留學生背景資

格，還要經過筆試與口試。8
 然而，即使民國政府有意整頓留學活動，但不論是

國內局勢抑或隨後歐戰的爆發，仍舊對留學生造成了衝擊。在經費時有時無的情

況下，留學生生活異常窘迫，故產生了留法勤工儉學的風潮。就留英生而言，雖

也有效仿留法勤工儉學的留英儉學組織，但由於英國不僅生活消費較高，並且對

外籍人士工作設有諸多限制，基本上是要靠勤工儉學的辦法在英國求學是不太可

行的。（劉曉琴，2005：267）  

    關於留學費用的窘迫，1919 年受美國庚款啟發，留英生也開始發起庚款興

學運動。英國所退還庚子賠款該時約有 750萬英鎊多，在 1922年首先經英國國

會同意作為有利中英兩國事業之用，1924 年正式在英通過其用途，即其中一部

分作為支持留英生留學費用。1930 年，庚款正式歸還中國，隔年董事會成立，

辦理庚款留英業務。自 1933年到 1947年間，共舉辦了九次庚款獎學金考試，送

出學生 193人，即使二戰時期也未曾間斷，而多數庚款留英生也都取得碩士以上

學位。由於英國庚款的運用，加上國民黨派學生、海軍學生、省派學生等，留英

人數相較於清末開始有了明顯的增加；然而隨著抗日活動全面爆發，民國政府於

1938 年公佈限制留學暫行辦法及修正案，留學活動一時受挫，除了庚款留英以

及自行留英者以外，公費留學幾乎歸於全面靜止的狀態。9（劉真、王煥琛，1980：

1913-1929；林子勛，1976：457-462；劉曉琴，2005：348-389） 

    在民國早期，歷年留英生人數，約維持在二百人至四百人之間，儘管國內外

                                                      
7
 關於第十三條不得與西人結婚一項，並非民國首創，而是清末既有之規定。 

8
 筆試科目包括國文、外國語文以及專業科目。 

9
 二戰期間，非庚款自行留英者多受英國文化協會、英國工業協會（The Federation of 

British Industries）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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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勢瞬息驟變，公費留英屢受波折，但不論官方抑或留英生本身皆設法透過社團

的成立來協助推動留英活動，活躍於 1910 至 1920 年代的「留英學會」以及於

1927 年所成立的後起之秀「留英中國學生總會」皆是類似組織。這些團體，除

了提供留英生一個交流管道，還具有連絡組織當地華僑的重要任務，如留英學會

曾助倫敦華僑成立「工商學共進會」，後起的留英中國學生總會也曾協辦「華僑

互助工團」，皆旨在提高英國華僑的知識水平以及改善其生活條件。10
  

    基本上，在二戰之前，留英中國學生總會實屬該時最具規模的留英生組織，

不僅在主要大學設有分會，其功能制度也發展得頗為成熟，並於創立之年便開始

發行相關刊物，提供各種新穎思潮與留英資訊。11
  

    在會員上，主要可分為「本部派」和「華僑派」兩種，而本部派又分為南方

派和北方派。南北兩派以省籍做區分，華僑派則為來自東南亞各英國殖民地區的

華僑子弟。 

    在互動上，南北派受省份方言差異影響，已有隔閡，而華僑派生長於海外，

往往受殖民統治，通常英語較好，人數也比本部生稍多，則差異更大，因此各派

之間平日幾乎是各自行事。學生總會為了改善這樣的情況，1930 年在倫敦設立

了會所，希望透過固定的會場來增加派別間交流的機會。（劉曉琴，2005：

271-288、395-411） 

    總的來說，自清末至二戰期間，劉曉琴（2005：454-458）認為，這階段的

留英教育可歸結出四項特色，分別為： 

    （1）深受國內情勢與政策影響； 

    （2）海軍留英比重高； 

    （3）起點高、計畫性強； 

    （4）效果卓著。 

                                                      
10

 如 1917年英國工黨藉口華工私運鴉片而發起反華工運動時，留英學會即立刻要求駐

英大使協助勸導華工禁抽鴉片。 
11

 留英中國學生總會共發行兩種刊物，分別為一年兩期的中文《留英學報》和英文的《會

務季報》。此外，學生會每半年便進行一次內部委員改選，以持續更新刺激團體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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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效果卓著一項，劉曉琴指出，留英生人數雖選低於留美留日者，但因起點

高，在出國前便具備一定的語文與專業基礎，到了英國可直接進入大學或研究所

就讀，也多能順利取得學位，並且歸國貢獻，為中國提供了大量人才，因此就留

學教育而言其成效是極為傑出的。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政府遷臺至政府遷臺至政府遷臺至政府遷臺至 1980 年代的留英教育年代的留英教育年代的留英教育年代的留英教育 

 

經過抗日戰爭與國共對抗的紛擾，民國政府遷臺之際，百廢待舉，故初時留

學政策仍以 1947 年南京國民政府之《國外留學規程》舊章程為要，然而隨著在

臺灣的逐漸穩定，為適應對人才的需求，乃開始積極推動留學教育。 

 

一一一一、、、、重訂重訂重訂重訂《《《《國外留學規程國外留學規程國外留學規程國外留學規程》》》》 

    基本上，自 1950年代直至解嚴以前，於 1954年所重新頒訂《國外留學規程》

可視為是留學教育活動發展的根基；1954年版本的《國外留學規程》，除了確立

每年固定舉辦公費與自費留學考試，其中比較重要的規定，為「高中畢業生出國

留學」以及「學生出國前均應經教育部考試及格」二項。12
  

    在此之後，為切合歷年留學人數需求逐漸增加的時勢所趨，國外留學規程也

不斷更新，前後八次修訂，每次修訂對於留學的規範都逐步寬鬆。在 1954年時，

不論公費、自費抑或得國外獎學金者都需通過考試，到了 1962 年，自費或領有

獎學金者只需符合新增九條附款中其一即可免試，至於公費留學，也於 1969 年

                                                      
12

 國外留學規程（臺參字第 7380號），共二十條。自費留學考試於 1953年開始舉辦，

公費則是 1954年。至於高中畢業生留學，則因當時輿論指責新版留學規程對高中畢業

生應考資格的要求過於寬鬆，只需入學許可和一年以上留學費用之獎學金證明文件即可

參加留學考試，有讓富裕家庭花錢買獎學金證明、借機取巧之嫌疑，因此引發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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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後逐年增加錄取名額，而留學手續更是不斷簡便。13
  

    留學政策的變動，對臺灣留學教育的影響可清楚地由留學生人次迅速增加看

出，「持續開放」則可以肯定是政府的基本大方向。 

    然而，由於 1960 年代出國與回國服務的人數完全不成比例，造成明顯人才

外流的情況，政府警惕之餘，在 1969 年第四度修訂留學規程，不僅對公費生加

考口試，避免有儀表不佳或無應對能力者出國，可讓自費生免試的九條附款也被

取消而改為甄試（學歷審核、外國語文能力認可、入學許可、三年足夠外匯結匯

證明等），並且也開始就輔導留學生畢業回國一事進行規劃。1969年的改款，雖

讓留學人數在翌年出現了規模上的縮減，然而隨著臺灣經濟的發展，有越來越多

的家庭足以負擔留學費用，出國求學的需求也不斷強化，故施行了二十餘年的自

費留學考試，終於在 1976 年被完全取消。（吳霓，1997：179；林子勛，1976：

525-530） 

 

二二二二、、、、輔導留學生回國輔導留學生回國輔導留學生回國輔導留學生回國 

    再談輔導留學生回國一項。自清末起，推動留學教育的初衷便是為國家培養

專門性人才，這樣的主張向來未曾改變，因此政府遷臺後教育部也即刻在 1950

年起便開始辦理輔導留學生回國服務的《教育部輔導留學生返國工作辦法》，其

主要精神在於簡便歸國手續、補助旅費，回國後還依專長志願分發就業。而隨著

留學規程的逐步放寬，1963 年也針對已回國但欲再出國的學生頒訂《回國留學

生申請再出國研究實施辦法》，即公費回國服務三年以上或自費一年以上者，可

申請再出國進修講學。由此看來，歸國服務著實享有不少優惠，再出國也不是不

可能，但願意回國者仍比例甚低。當 1969 年留學規程四修之際，教育部頒布了

《旅居國外學人專家回國講學辦法》，為之前返國工作辦法中種種福利的強化與

                                                      
13

 九條附款見林子勛（1976：526-527）。關於出國留學手續的簡便，隨著業務不斷增加，

教育部在 1961年特別成立出國留學生服務中心，以便集中辦理。出國留學生服務中心

於 1971年改名出國服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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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而留學生返國服務的業務，在 1970 年開始自教育部轉往行政院青年輔導

委員會（後簡稱青輔會）承辦。14青輔會承襲以往方向，在 1973 年發表《國外

留學生申請回國服務辦法》，除了延續前期優惠，又新增了返國學人之配偶及未

成年子女的旅費補助細項。（林子勛，1976：576-580）因此，臺灣的海外人才能

自 1970年代後開始逐漸回流，這些優惠不無推波之效。 

    綜觀而論，在政府遷臺後的三十多年間，留美一派始終佔有壓倒性的比重，

不論是英國抑或其他國家都無法與之比擬，留美絕對主流的產生，雖可粗略看為

長期以來的既存現象，即清末首批幼童赴美之開端後與庚款留美的延續，但其成

因並非只因美國富強如此單純，而是可分別就 「國際情勢」與「臺灣國內狀態」

兩個層面分析。 

 

1. 在在在在「「「「國際情勢國際情勢國際情勢國際情勢」」」」層面層面層面層面：：：： 

    Wit（2002：12）認為，1960至 1970年代是高等教育國際化竄起的萌生期，

這時期大學逐漸從傳統學術研究機構轉型為社會人力資源的培育中心，美國諸多

大學便是其中佼佼者，而許多來自開發中國家的學子尤其受惠。相較之下，英國

高等教育國際化的起步卻著實晚於美國，如此狀態並非英國不重視高等教育發

展，事實上 1934 年所成立的英國文化協會（British Council），便充分顯示了英

國對向外輸出高等教育的關注發端極早。誠如 Robertson（1996：31）所言，英

國就傳統而言向來便是吸引留學生而非輸出學生，不過在校方與教師而言，大學

的主要對象仍是本地生而非留學生，招收留學生不過是攏絡大英國協會員國的手

段之一，故身為非會員國的臺灣自然並非其優先目標。其次，英國在二戰期間受

創甚深，許多學者紛紛在戰時移民美國，使得英國在戰後著實花了較長的時間復

原，故在高等教育輸出上所能投注的資源無法與美國相提並論。（Wit，2002：10）

由此，英國大學在 1980 年以前，並未為了留學生做出任何改變或者提供特殊支

                                                      
14 青輔會已於 2013年為教育部整併，改稱教育部青年發展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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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留學生所受到的教育可謂和本地生一模一樣。 

 

2. 在在在在「「「「臺灣國內狀態臺灣國內狀態臺灣國內狀態臺灣國內狀態」」」」層面層面層面層面：：：： 

    至於臺灣國內狀態，留美主流現象的產生則可從民國政府遷臺後對美國的強

烈依賴來進行討論。1948年美國國會通過《援外法案（Foreign Assistance Act）》

後，即展開對臺灣金援，而 1950 年韓戰的爆發，更開始擴大為臺灣提供長期而

大量的援助，以確保臺灣社會的防衛力量與社會穩定，一直持續到 1960 年代中

後才停止。吳聰敏（1988：155）表示，美援規模相當龐大，直接間接地影響了

臺灣自 1950年以來三十幾年的經濟發展與方向；在援助項目上，除了民生所需、

軍事武力外，也含括教育層面。1953年至 1965年間，美援協助我國政府發展僑

生來臺升學，是為「美援僑教」，而許多大專院校在硬體設備與師資充實上也因

此受惠（國立教育資料館，2006：23）。在超越十載的長期美援下，佐以美國流

行文化等軟實力的席捲，美國在許多臺灣人眼中儼然已成為「西方世界」的唯一

代名詞。如此強烈的美國印象深植人心，學術環境又比當時的臺灣好上許多，美

國自然理所當然地成為臺灣學生的留學首選國。 

    對於 1989 年以前臺灣留學生對於美國的高度偏愛，政府並非未曾設法扭

轉。早在 1961 年黃季陸出任教育部部長之際，便曾試圖鼓勵青年學子留學英、

法、德等歐洲國家，以改善留學國比例失衡的問題。該時，教育部不僅加開公費

名額，並將留學歐洲的時限自兩年延長至三年，也協助國內各大專院校開發各種

歐洲語文課程來減輕留學歐洲的語言障礙，以提升歐洲留學的吸引力。在政策的

推動下，1961 年的公費考試更就留學國作出了明確的引導，如在留英一項即鼓

勵化學、統計、經濟、歷史等科目的學生報考，顯見當局已發現留學偏重美國的

潛在問題，故針對歐洲國家的學術特長輔導臺灣學生改赴歐洲學習。（鄭剛、余

子俠，2011：142）然而，即使在政府的有意引導下，留歐人數卻仍然無法與留

美匹敵，其中留英者更是持續弱於留德與留法兩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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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留歐學生管理留歐學生管理留歐學生管理留歐學生管理 

    在留歐學生管理層面，1957 年教育部在駐法使館下設立文化參事處（簡稱

文參處），作為辦理輔導全體歐洲留學生的專責機構；然而法國在 1964年與臺灣

斷交，故文參處遷移至比利時並改名為中山文化中心，後來又於 1972 年轉型為

歐洲文教顧問委員會。法國文參處的成立，雖有助於對留歐學生的理解與掌控，

但在遷臺後的三十年間，由於留美學生始終是主流，故截至 1972 年教育部國際

文教處15處長李鍾桂赴歐考察，都尚未能提供完整精確的整體留歐學生統計。 

    至於在留歐學生組織方面，除了一般學生會，因時代背景也有許多反共愛國

組織與活動，如 1972 年在西班牙便舉行了全歐同學反共愛國會議，留英學生共

計有 161人參加。（林子勛，1976：567） 

    關於民國政府從遷臺至 1980年期間的留學教育，林子勛（1976：590-595）

與劉真、王煥琛（1980：2586-2594）皆提出了幾點類似的評論，其論點簡列於

下： 

 

１１１１．．．．政策反覆政策反覆政策反覆政策反覆 

留學政策自民國以來便時寬時嚴，尤其在自費留學上更是舉棋不定。1911

至 1943 無留學考試，1943 開始考試，1962 符合九條附款之一得免試，1969 又

改自費留學考試為甄試。 

然而在甄試規定上，漏洞甚多。如「獲得國外獎學金者得免試出國」一條，

製造了不少假留學仲介之名的「留學黃牛」，於是一些在校成績不盡理想的學生，

都可拿到國外大學獎學金證明，使得留學生素質低落，因此劉真、王煥琛直言，

取消自費留學考試實是不智之舉。 

 

                                                      
15 教育部國際文教處已於 2013年更名為國際及兩岸教育司。 



臺灣旅英留學生移民動機與社群發展之研究(1989-2012) 

 

 

46 

２２２２．．．．留學美國過於偏重留學美國過於偏重留學美國過於偏重留學美國過於偏重 

歐洲各國、日本等地足以學習之處甚多，因此在留學國的選擇上應針對學

科，選擇該學科學術成果最盛出的國家或學校，而非盲目地隨波逐流，趨重一國。 

 

３３３３．．．．重學位忽實學重學位忽實學重學位忽實學重學位忽實學 

留學風氣的旺盛，同時也刺激了部分國人的虛榮心，學生開始為了出國而出

國留學，而非因醉心學術而出國。 

換言之，國內大學教育似乎淪為國外大學的預備學校，一定要留學了才算完

成學業，更甚者許多人出國後便滯留不歸、人才外流，對於國內學術環境著實損

傷。 

 

 

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1980 年代以後的留英發展年代以後的留英發展年代以後的留英發展年代以後的留英發展 

 

    隨著時序邁入 1980 年代，全球化浪潮加速席捲，科技與國際交通的日新月

異，直接抑或間接都對高等教育的發展造成不少影響，不論國內國外皆無法置身

其外。此節首先陳述 1980 年代以後英國高等教育的發展歷程與國際化趨勢，及

其如何開始對臺灣學生產生拉力，其次探討臺灣內部留學政策與環境的改變，又

是如何對臺生造成推力，結合對兩方之觀察，以綜合呈現國內外相交作用下所產

生之 1989年後的旅英臺生風潮。 

    誠如上節所述，英國在二戰後花了不少時間休生養息，對於高等教育所能灌

注的資源並無法與美國相提並論，然而在 1960 年代，英政府委任經濟學家羅賓

斯（Robbins）對未來二十年的高等教育發展進行評估規劃，他所提出的《羅賓

斯報告（Robbins Report）》，讓英政府開始對大專院校進行一系列的重整。《羅賓

斯報告》的精神之一，在於建議政府將高等教育由貴族菁英制轉向平民化，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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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齡青年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因此在整個 1960、70 年代，不僅英國國內所有

的高級技術學院（Colleges of Advanced Technology）都被升格成大學，還新創立

了一批有別於牛津、劍橋等古典學府的「平板玻璃大學」；如此大規模的實質擴

充，雖然讓本地大學生人數在此之後持續上升，但卻並未全然按照羅賓斯報告的

策畫來發展（Silver, 2003：174-208）。16
 在羅賓斯報告發表的三十年後，1997

年狄林（Dearing）發表了《狄林報告（Dearing Report）》，指出英國本地適齡青

年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仍低於美加澳等地，此外，中產階級以上家庭之子女接受

高等教育的比例更是勞動階級家庭的兩倍。17
  

    顯然，《羅賓斯報告》所製造出的大學生名額並未確實促成本地高等教育普

及化的理想，反而在程度上被其他來源的學生所填補，而所謂其他來源，即有可

能便是不斷攀升的國際學生額量。會有這樣的現象，並非僅因國際學生受英國教

育所吸引如此單純，也並非英國本地勞動階級不在乎教育；英國高等教育的國際

化，實在是經濟發展與政策相結合下的產物。（曾滿超、王美欣、藺樂，2009：

84-85；劉秀曦，2010：176）  

    二戰後，英國喪失了大量的海外殖民地，不僅國力大減，經濟能量也不如往

昔。1979年柴契爾夫人（Margaret Thatcher）當選首相，為求改善經濟，高倡自

由經濟主義，力行國營事業私有化以薄弱工會力量，削減社會福利，並且壓縮公

共開支；在被壓縮的各項開支中，教育經費便是其一。 

    在此之前，英國大學絕大多數的經費來源源自政府，但在柴契爾政府上台後

的十年之間，政府金援的比例從 75%大幅被砍低至 45%以下，並且持續降低（相

關數據也可見圖表 3-1）。教育經費的降低，對高等教育造成了兩項主要影響，第

                                                      
16

 羅賓斯報告後，全日制大學的學生人數在 1960年代後期與 1970年代初期有了長足的

上升，而「平板玻璃大學」更是時至今日仍可見的羅賓斯報告遺產。所謂平板玻璃大學

乃指以現代風格為主、有別於歷史悠久傳統大學之古典建築的校舍外型；知名的平板玻

璃大學如巴斯（University of Bath）、約克大學（University of York）、華威大學（University 

of Warwick）等。 
17

 狄林報告全文可自University of Leeds資料庫下載 http：//www.leeds.ac.uk/educol/ncihe/ 

（線上檢索日期： 2012年 8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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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全額學費的產生，其次是校方經營角度的改變。（Robertson，1996：38-40； 

孫鈺，2009：118） 

 

 

圖 3-1. 英國大學經費來源：1982-1983學年度與 1992-1993學年度。18
 

 

    在柴契爾政府之前，英國高等教育是免費的。1981 年柴契爾宣布開始對國

際學生收取全額學費，引發不少國家、尤其是大英國協會員國的抗議，如馬來西

亞總理 Mahathir Mohammed 就發起抵制英國產品運動，企圖扭轉英政府決策，

但英政府並未因此卻步（Robertson，1996：38）。 

    對於校方而言，在政府刪減教育經費的情況下，國際學生的全額學費不諦開

啟了經費來源的新管道，Williams （1987：107）便直言：「國際學生終於被 “正

眼” 看待了！」基本上，國際學生所繳交的學費，雖無法完全補足資金缺口，但

也進一步促使校方開始以市場機制的角度來經營大學，比如開設較受歡迎的科

系、加強與產業的合作等，故高等教育逐漸轉型成為外銷產業的一環、抑或買方

                                                      
18

 圖 3-1資料引用自（Robertson，199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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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市場（buyer’s market）。（Toyoshima，2007：277）受惠於校方經營策略的迅速

轉型，原本預計因全額學費所造成的國際學生人數重跌現象，並未如初時評估來

的嚴重，僅在政策頒布的後三年降低，之後不僅恢復水準，還節節升高。 

    Robertson（1996：38）認為，英國大學之所以能順利度過這個挑戰，主要

因為校方在逆勢中能大膽且機動地投入國際高等教育市場，幾年下來，國際學生

也發現即使要繳學費，留學英國的成本也不一定比其他國家高，再者時至 1980

年代後期，其他英語系國家的國際學生學費也已與英國不相上下，因此 1985 年

後國際學生人數不但回復以往水平，還極速驟增。有鑑於此，隨著英國高等教育

國際化的步伐漸快，Robertson（1996：35）將 1980年代以後的英國國際學生分

成三類，一為歐盟學生，二為美國學生，最後則為來自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的

留學生，被稱為長期國際生（Long Haul International Students），而臺灣學生即在

此類。相較於前兩類，長期國際生多半於英國攻讀正式全日制學士或研究所課

程，並且繳交全額學費，對校方而言無疑是極重要的資金來源；但外籍生所能帶

來的好處不僅如此，隨著世界大學排名風潮的興起、國際間對專業人才的需求，

優秀的外籍生對校方來說不締是良好的資產，這些層面都加深了英國大學招收國

際學生的動機。根據 Toyoshima（2007：277）的調查，不少英國大學校方表示，

即使當初英政府未刪減教育經費，為了全球排名著想，高等教育的經營仍會邁上

國際化的道路。1999年，當時的英國首相布萊爾（Tony Blaire）提出《首相提議

（Prime Minister’s Initiative, PMI）》計畫後，再度堅定英國高等教育繼續國際化

的目標，並表明英國大學將吸收更多國際留學生（尤其是中國與印度學生）。為

了持續吸引優秀外籍生前往英國求學，英國校方對於外籍生的輔導系統也不斷進

步而愈趨成熟，不但具備基本的文化、語言輔導，也開始提供經濟、心理甚至移

民輔導等資訊與支援。（楊靜子，2009：11；Toyoshima，2007：277） 

    當將焦點轉回臺灣，令狐萍（2003：24）認為，1970至 1990年代是臺灣留

學教育的高潮期，但之後就開始走下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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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筆者在理解該論點的角度上，認為可進一步更精確地將 1970年代甚至 1980

年代前半都視作「鋪陳階段」，而臺灣留學教育真正的高潮，反而應於 1990年代

才正式算起。所謂鋪陳階段，即臺灣的留學風潮真正起飛之前置期；由於政治與

國際情勢，臺灣社會於 1970、80年代皆經歷了許多重大轉折，如 1971年臺灣被

迫退出聯合國、世界各國隨後紛紛與我國斷交、1979 年臺美斷交等等外交上的

受挫、甚至 1989 年六四天安門事件等，這些政治上的動盪都引起了臺灣民眾程

度上的恐慌。正如同許多香港人因憂慮 97 政權轉移遷往海外，不少臺灣民眾基

於對大環境的不安，也將移民作為備案選項，而出國留學再轉移民則是最順理成

章的移民方式之一。19
 

    1970 年代以後臺灣產業起飛，在經濟奇蹟的光環下，依附資本主義而生的

新興中產階級也不斷蓬勃；換言之，有越來越多的家庭有能力讓其子女自費到更

多不同國家留學。（Leipelt-Tsai，2012：214；Brooks & Waters，2011：46） 

    在此同時，臺灣本地的教育環境也進入新一階段的變化期。1987 年臺灣戒

嚴時期終止後，社會不斷開放的風潮，也反映在教育一環上；如臺灣教改，雖然

提高了高等教育普及度，也造成學術貶值的效應。（周祝瑛，2003a，2003b；Brooks 

& Waters，2011：47）在臺灣高等教育迅速成長之際，相較於 1980 年代以前政

策的頻繁變化，隨著國內對留學教育的需求愈發強烈，留學法規也從以往的時寬

時嚴而轉往不斷寬鬆發展；其中最關鍵的變更，為 1989年教育部廢除了自 1954

年以來推動的《國外留學規程》，換言之，自費留學再也不需經教育部核准，這

樣的發展，使得留學人數在 1989 年前後產生了劇烈的變化。透過表 3-2 可以清

楚發現，不只留英一項，在整體各國留學情形上，都在 1989 年產生了倍數以上

的增長，而政府對自費留學活動的鬆綁，也讓臺灣的留學活動真正在 1980 年代

晚期開始攀上新一波的高峰，並且在此之後持續了近二十年的成長。 

                                                      
19

 據僑委會 2002年臺灣地區移居海外僑民概況調查報告，求學為僑民外移的最主要原

因，佔 38%，其次為工作 27.5%，依親 20.7%等（僑委會，2002：10-11，25）。統計報

告可自 http：//www.ocac.gov.tw/public/public.asp?selno=951&no=951下載（線上檢索日

期：2012年 8月 10日） 



第三章 留英教育探溯 

 

 

 

51 

 

表 3-1  1988-2010年我國學生主要留學國家簽證人數統計20
 

國別國別國別國別 美國美國美國美國 加拿大加拿大加拿大加拿大 英國英國英國英國 法國法國法國法國 德國德國德國德國 日本日本日本日本 紐西蘭紐西蘭紐西蘭紐西蘭 澳洲澳洲澳洲澳洲 

1960  531 19 na 3 2 90 na na 

1970 1825 35 1 24 21 68 na 1 

1980 5572 19 24 17 73 116 na 4 

1988 6382 15 49 115 144 1430 2 41 

1989 9519 1201 1531 1991 350 2305 na na 

1990 12002 1652 2324 533 635 2145 170  

(3-12 月) 

na 

1991 13429 2133 1991 533 472 2990 274 799 

(7-12 月) 

1995 10679 2610 5131 603 462 1645 649 2972 

2000 15547 2583 8567 552 313 1753 496 2104 

2005 15525 2140 9248 600 475 1748 498 2679 

2006 16451 1997 9653 690 512 2108 538 2862 

2007 14916 3984 7132 723 606 2424 618 2570 

2008 19402 3266 5885 983 558 2638 596 2370 

2009 15594 2320 3895 882 646 3143 469 4176 

2010 15890 2814 3610 935 702 

(1-10 月) 

3253 379 3633 

資料來源：引據自教育部 1988-2010年統計資料 

 

    除了自費留學外，公費留學亦有所調整。2003 年首先在一般公費留學考試

                                                      
20

 1988-2010年我國學生主要留學國家簽證人數統檔案可自教育部網站留學統計部分取

得 http：//140.111.34.54/bicer/content.aspx?site_content_sn=6235（線上檢索日期： 2012

年 8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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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新增了留學獎學金申請方案；2004 年開始，教育部又推動民間銀行合作辦理

留學貸款，以及隨後數項鼓勵補助大學生以上出國進修的專案計畫。21
  

 

    在國內外兩方環境同時變化之下，英國高等教育對臺灣學子的能見度自

1980 年代晚期即不斷增強。對於已踏上國際化道路、又轉型為市場機制主導的

英國校方，在見證旅英臺生數量持續增加的情況下，也開始重視臺生市場，因此

先於 1993 年設立了輔導臺生申請英國大專院校的機構 UKEAS，之後又於 1996

年在臺為英國文化協會（British Council）設點，全力推行英國留學，並佐以 1989

年由英國與澳洲合作研發的雅思學術英語考試之推行，與美國競爭。22
  

    同時，民間業者亦發覺這股留英風潮似乎已然竄起，一時之間留學代辦、留

學指南手冊紛紛出爐，大力推行留學英國的優點。自此，留英人數不斷上升，並

且在 2000年代中期到達最高峰，每年將近 10,000人次前往英國求學。 

 

    然而，在臺生大批前進英國之際，除去上述所列之英國拉力、臺灣推力等表

層因素外，是否有如同留美現象一般帶有更深層、也就是基於移民動機而出國的

可能性？若有，在比例上是如何？而對於那些真正從留學生轉變成為長期在英國

居留的案例，他們在心態上的轉折是如何？另外，又可如何從跨國理論的角度來

對他們進行檢視？對於這些問題，筆者將在接下來的一章中透過個案訪談以及問

卷調查的結果來進行逐步剖析。 

 

 

                                                      
21

 2005年增加菁英留學專案擴增留學計畫獎學金、2006年的學海惜珠清寒獎學金、2007

年補助大專生出國進修的學海計畫、國科會補助博士生出國進修的千里馬計畫等。 
22

 UKEAS是由英國教育機構（含大學、中學、語言學校等）指定、在臺協助臺灣學生

申請英國學校的非營利代辦機構。UKEAS並不向臺灣學生收取代辦費，而是由英國校

方支付 UKEAS費用，而英國院校在比例上仍受英政府贊助，因此 UKEAS雖非直接、

但或多或少與英國官方有所聯結的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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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  旅英臺灣留學生心態之轉折旅英臺灣留學生心態之轉折旅英臺灣留學生心態之轉折旅英臺灣留學生心態之轉折 
 

    從人的身分轉換的角度來看，留學生雖然看似為短期的人口流動現象，然而

一旦牽扯入「人」的因素，就無法單純地僅從人口統計，便可對其進行完整的解

釋。 

    畢竟，人的一言一行，其背後所涉及之心理層面與決策過程都是極其複雜

的，這也便是社會學科往往必須運用質性研究方法，來彌補量化數據不足的原

因。Denzin & Lincoln（2005：3）定義：「質性研究是觀察者將自身放置於某個

特定情境世界中的研究方式。觀察者透過一系列詮釋性與具象性的手法，來幫助

他人了解這個世界。」1
  

    為了理解焦點群體的特定活動模式、行為及其理由，質性研究者透過和被研

究者的互動，蒐集口語與視覺資料，來詮釋該群體的生活經驗；對於 1989 年後

旅英臺生這樣相關素材甚少、又處於持續進行狀態的社會現象，利用質性研究的

方式來切入是尤其合適的。 

    由於目前學界對於旅英臺生並無較深入的論述，為建構釐清臺生的基本面

向，筆者首先透過私人社交、校友資源與旅英臺生網路論壇等管道進行了第一階

段的問卷調查。 

    第一階段的主要目標，是對這些前往英國求學臺生的諸多相關層面進行初步

認識，而透過此階段，旅英臺生的外移動機以及他們高度機動性的靈活特質也逐

漸浮現。問卷部分首先經過前測(pre-testing)檢驗，並於 2011年 11月至 2012年

2月間完成回收之後，筆者再透過社交管道尋求數位於學成後決定定居英國者作

為訪談對象，並以滾雪球抽樣法（snowball sampling）來擴大樣本數，最終共訪

問 17位。需特別注意的是，關於 17位訪談受訪者的基本資料，並不併入問卷樣

本內，以予以區分。在不包含訪談受訪者的前提下，問卷部分總計回收有效樣本

                                                      
1
 該引用定義原文為： Qualitative research is a situated activity that locates the observer in 

the world. It consists of a set of interpretive, material practices that make the world vis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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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63份，而第二階段的訪談則於 2012年 3月至 5月間完成。 

    至於第二階段的焦點，則轉向臺生的移民動機，也就是更深入地探索他們為

何決定留在英國發展（或移民）？以及他們自留學生身份轉換成英國華人的心路

歷程。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臺灣學生選擇留學英國之動機臺灣學生選擇留學英國之動機臺灣學生選擇留學英國之動機臺灣學生選擇留學英國之動機 

 

    第一階段的問卷調查，主要採取開放式問卷的形式，全卷分為四個部分。除

了受訪者諸如年齡、性別等基本資料部分，其餘問題皆以問答題的方式呈現，單

憑受訪者的自由意志發表意見，在避免引導性作答的同時，也可增加資料的廣

度，以及獲得到特殊觀點的可能性。關於受訪者的背景資料，請見以下表 4-1之

樣本結構整理： 

 

表表表表 4-1  問卷樣本結構問卷樣本結構問卷樣本結構問卷樣本結構 

性別性別性別性別 人數人數人數人數(N) 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婚姻狀況婚姻狀況婚姻狀況婚姻狀況 人數人數人數人數(N) 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男 18 29%  未婚 59 94% 

女 45 71%  已婚 4 6% 

合計 63 100%  合計 63 100% 

       

年齡年齡年齡年齡 人數人數人數人數(N) 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教育程度教育程度教育程度教育程度 人數人數人數人數(N) 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15~20歲 1 2%  學士 2 3% 

21~30歲 51 81%  碩士 57 91% 

31~40歲 11 17%  博士 4 6% 

合計 63 100%  合計 63 100% 

       

學業狀態學業狀態學業狀態學業狀態 人數人數人數人數(N) 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戶籍地戶籍地戶籍地戶籍地 人數人數人數人數(N) 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就讀中 32 51%  臺北 32 51% 

已畢業 31 49%  桃園 4 6% 

合計 63 100%  新竹 5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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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苗栗 1 2% 

經費來源經費來源經費來源經費來源 人數人數人數人數(N) 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臺中 5 8% 

公費 2 3%  彰化 2 3% 

自費 47 75%  雲林 2 3% 

留學貸款 11 17 %  臺南 3 5% 

英國獎學金 2 3%  高雄 6 9% 

其他2
 1 2%  宜蘭 2 3% 

合計 63 100%  外島 1 2% 

    合計 63 100% 

筆者整理 

    首先簡要歸納樣本的特性表徵。在 63 份有效樣本中，所有受訪者皆為介於

15至 40歲之間的青壯年男女，其中又以 21至 30歲一類，佔去了 81%的絕大比

例。 

    女性樣本是男性的兩倍以上，而未婚者比例也比已婚者高出甚多。 

    在學業狀況上，這 63位受訪者分屬英國 28間不同的大專院校，在「仍在學

者」和「已畢業者」比例並未相差太多的情況下，有超過 91%的臺生正於英國就

讀或已取得碩士學位，至於修讀學士或博士課程者的比例，則相對低很多，多數

旅英臺生都是在臺灣取得學士文憑後，經過臺灣高等教育洗禮，甚至工作幾年

後，才前往英國攻讀碩士。3
  

    在留學經費來源一項，僅合併自費與留學貸款兩者，便已佔去九成以上，而

透過獎學金支付留學費用者則不到一成。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戶籍地／家鄉」部分，光是來自臺北一地的臺生就

佔去了 51%的額量，然而本文主旨並非探究留學活動、都市化程度與社會階級三

者之間的關係，故在此便暫且不深入細究。 

 

    問卷的第二部分，主要訪查臺生的出國動機與心態。在絕大多數的受訪臺生

                                                      
2
 選擇其他者僅一名，該受訪者表示其留學經費來源一半為任職的公司資助，一半為貸

款自籌。 
3
 總數 63人中，其中 61人曾在臺灣接受高等教育。另外有 48人在出國前已有平均值

兩年以上的工作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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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已於臺灣取得學士學位的情況下，為何選擇出國留學而非繼續留在臺灣深造？ 

又為何選擇英國而非傳統上最受歡迎的美國？此外，臺生對於英國的高等教育感

受如何？是否又曾考慮過就此順勢定居英國？若有，就主觀意識而言，又可能遭

遇哪些困難？ 

    由於此部分全是開放性的問答題，受訪者的回覆五花八門，在分析有其困

難，因此在資訊的處理上，筆者首先將同類型的答覆加以分類，然後歸納出現頻

率特別高的幾種答案類型，計算其出現次數，作為該類型答覆的「強度」，再針

對強度較明顯的答覆類型進行分析詮釋。 

    在分析過程中，將不時引用問卷受訪者的答覆內容，其編號方式為：「問題

號」加「個人號」（如 Q1-12為第十二號問卷受訪者針對第一題的回應）。 

    此外，由於接受深入訪談的受訪者同樣也針對以上這些問題表達了看法，故

在接下來的論述中，也將引用訪談受訪者的見解。 

    基於學術倫理，在訪談開始前，都已先取得了受訪者之同意，並進行錄音。

下表 4-2為訪談受訪者名單列表與其基本資料： 

 

表表表表 4-2  訪談受訪者名單列表訪談受訪者名單列表訪談受訪者名單列表訪談受訪者名單列表 

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性別性別性別性別 居留時間居留時間居留時間居留時間 修讀課程修讀課程修讀課程修讀課程 科系科系科系科系 居留資格居留資格居留資格居留資格 

001 女 8年 碩士、博士 多媒體設計 永久居留 

002 女 6年 碩士 博物館研究 永久居留 

003 女 4年 碩士 市場行銷 工作簽證 

004 女 7年 碩士 市場行銷 英國公民 

005 男 2年 碩士 攝影 PSW簽證 

006 女 8年 碩士 國際貿易 英國公民 

007 女 8年 碩士 時裝設計 永久居留 

008 女 6年 碩士 市場行銷 英國公民 

009 女 5年 碩士 市場行銷 永久居留 

010 女 9年 碩士 國際貿易 永久居留 

011 女 7年 碩士、博士 生物科技 永久居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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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 女 15年 碩士、博士 英國文學 英國公民 

013 女 9年 碩士(×2) 戲劇、劇場設計 英國公民 

014 女 3年 碩士 市場行銷 配偶簽證 

015 女 4年 碩士 國際貿易 永久居留 

016 女 9年 學士、碩士 造景設計 永久居留 

017 女 4年 碩士、 

會計類Diploma課程 

市場行銷 工作簽證 

   筆者整理 

 

    當問及臺生出國留學的動機，在分析論述之前，先透過 Maslow（1943）的

需求層次理論（Hierarchy of Needs）對「動機（Motivation）」一詞進行簡單釋義。

根據 “A Theory of Human Motivation” 一文，動機是人們為滿足不同層次需求而

產生對某種特定行為的激勵作用。在各種不同的需求層次中，依等級及心理複雜

度，由低到高分別為：生理的需求、安全的需求、社交的需求、尊重的需求，以

及自我實現的需求。 

    筆者在對於臺生心態的分析上，主要著重「尊重的需求」以及「自我實現的

需求」兩層面。Maslow 將尊重的需求界定為經由如成就、名望、陞遷機會等外

在條件，而成就個人自我肯定及他人對自己認同與尊重之內在感受的需求；至於

自我實現的需求，則著重個人目標的實現與自我潛能的發揮。 

    透過問卷和訪談，在談及留學之動機時，對於「提升競爭力」一點無意外地

有著非常高的出現頻率，另外，也有不少人提及希望自己能更有「國際觀」的想

法。所謂國際觀，乍看之下雖是個抽象的概念，卻跟競爭力息息相關。粗略搜尋

近年的媒體報導，不需費力便可發現許多標題諸如〈缺乏國際觀：臺灣學子競爭

力現隱憂〉抑或〈世界級人才競爭力：創新力、溝通力、國際觀〉之類的文章。

4
 劉必榮教授（2009）在演講中提及，國際觀包含了對外語的掌握、對他國事務

                                                      
4
 聯合新聞網（2011）。缺乏國際觀：臺灣學子競爭力現隱憂。http：

//mag.udn.com/mag/campus/storypage.jsp?f_ART_ID=331648#ixzz1Sqrp479n （線上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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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興趣、對國際文化的敏感度等觀點，並下了國際觀足以決定一個人的世界與格

局這樣的結論。5
  

    由此來看，在臺生出國留學的動機上，不論是「增長國際觀」、「英國學術環

境較好」以及「想加強英語文能力」等觀點，都是可以被併入「加強競爭力」一

環討論的。而在深入訪談中，口訪受訪者 016也反應： 

 

      「說老實話，一般公司還是希望你在學歷上有國外研究所的一個文憑，另

外你在其他國家受訓練，其實跟在臺灣受的訓練是不一樣的……所以我覺得

我是贊成 (國外學歷比較值錢) 的……」 

 

    因此，對於許多 1989年後的旅英臺生來說，「國外學歷等於競爭力加強」這

樣的觀念明顯是成立的。若透過Maslow的需求層次系統，加強競爭力屬於對成

就與晉升機會的追求，即留學是為滿足「尊重的需求」而產生的行為。 

    此外，在追求競爭力的表象下，必須注意的是在絕大多數的受訪者都已擁有

國內大學學位的情況下，卻仍然覺得自己競爭力不足，必須再出國加強競爭力。

在某種程度上，也透露了臺灣國內高等教育學術通膨而產生的學位貶值現象。 

 

表表表表 4-3  旅英臺生出國動機旅英臺生出國動機旅英臺生出國動機旅英臺生出國動機 

為何決定出國留學為何決定出國留學為何決定出國留學為何決定出國留學？？？？ 出現頻率次數出現頻率次數出現頻率次數出現頻率次數／／／／強度強度強度強度 

追求人生經驗 33 

增加競爭力 32 

                                                                                                                                                        

日期：2012年 5月 29日）。另見：許慈倩（2007）。世界級人才競爭力：創新力、溝通

力、國際觀。http：//www.atelligent.com/view_show.php?id=56（線上檢索日期：2012年

5月 29日）。 
5
 劉必榮（2009）。國際觀，決定你的世界有多大。http：

//www.ym.edu.tw/ymnews/187/a1_2.html（線上檢索日期： 2012年 5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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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長國際觀 18 

喜歡英國、嚮往國外生活 12 

英國學術環境較好 10 

加強英文能力 9 

想要轉系 5 

需要有研究所學位 4 

其他 2 

                                                    筆者整理 

 

    再者，也有極高比例的臺生，表示是為了「追求人生經驗」而出國，顯示旅

英臺生出國的動機與以往已有了明顯轉變，即為滿足最高層次「自我實現需求」

所衍生。 

    筆者推測，隨著臺灣經濟條件的好轉，出生成長在資源已堪稱不虞匱乏的臺

灣學生，留學已經不再單純只是對於學位的追求，也包含了個人生命經驗的追求

及心理層面的滿足；若從這個角度切入，其實「喜歡英國、嚮往國外生活」一點，

也是某種類型人生經驗的追求。例如：Q10-16便回答： 

      「工作太累，想休息充電，體驗歐洲的生活，所以決定出國。」 

    口訪受訪者 008號也說： 

      「我一直希望可以到不同國家看看，認識不同文化的人……」 

    這樣的想法回應了令狐萍（2003：25）對於 1970至 90年代留美臺灣學生「一

些人在美國留學新奇、刺激」的描述。 

    換言之，留學動機不再只偏向工具性層面，也是一個體驗國外生活的圓夢機

會。然而，若將「喜歡英國、嚮往國外生活」自人生經驗一環抽離出來單獨做更

深入的分析，嚮往國外生活字面下隱藏的含意，則可以延伸出很多不同的解讀。

換句話說，雖然不論是問卷抑或接受訪談者，都沒有任何一位直接表達「留學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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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移民」這樣的說法，但嚮往國外生活這樣的說法仍然間接透露了潛在的移民

可能性。如口訪受訪者 004表示： 

 

      「我出國留學是有很強烈的動機。我大學的時候就已經去過美國當交換

生，這樣子的一個交換過程讓我覺得國外真的是一個很棒的地方；另外我對

英文有極大的興趣，所以回來後我就決定在我大學四年當中，除了主修傳

播，還要副修英文，我還決定大學畢業之後我一定要再出國念書。」  

 

    檢視口訪受訪者 004的發言，在程度上間接地表達了將留學視為到國外生活

的一種途徑。故綜觀來看，受訪之旅英臺生的留學動機可大致歸納為兩大層面，

即呼應文化資本累積的競爭力層面，以及個人生命經驗追求的情感層面，而部分

臺生對於國外生活的嚮往，也透露了晦暗的移民可能性。 

    其次，當問及為何選擇英國而非傳統上最受臺灣學生歡迎的美國，絕大多數

的受訪者都提及了英式學制的修業年限較美式來的短之觀點。6
  

    修業時間短，最直接的反應即在經濟成本上；以英語系國家而言，目前不論

美、英、澳、紐、加等國的國際學生每年學費並沒有太大的差別，因此較短的休

業期限所需的付出成本自然較低，再者英國高等教育在全球大學排名上表現也向

來不差，故對臺生而言形自然成一個很大的誘因。7
  

    除了修業時間，也有不少受訪者提及喜歡英國生活環境抑或他人推薦（如臺

灣教授推薦）等因素選擇留學英國；在此之外，筆者認為比較特殊的是「可到歐

                                                      
6
 英國研究所學制分為「授課課程」（Taught Program），最快一年可完成並獲得碩士文

憑；另一種為「研究課程」（Research Program），包含第一年的MPhil課程，最快四年

可取得博士學位。相對於美國，留學時間短了不少。 
7
 目前全球大學排名系統中較具公信力的分別為英國的THE-QS系統和上海交通大學系

統。為避免偏頗，在此僅引用上海交通大學系統。在 2012年世界大學排名前 50名中，

入圍最多校院之國家首先為美國，其次為英國。Academic Ranking of World Universities. 

http：//www.shanghairanking.com/ARWU2012.html（線上檢索日期： 2012年 5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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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旅遊」及「可申請 PSW簽證」兩類回覆。8
  

    關於可到歐洲旅遊一事，口訪受訪者 004曾在臺灣從事過留學顧問的工作，

他談到： 

  「很多人對歐洲就是有那種憧憬，所以你來英國念書，你不只是來英國，

之後還可以去歐洲玩。所以我們(留學顧問)標榜的就是，一年念完書，只要

有時間的話，你可以多留下來一年找工作；留不下來的話，也可以多留幾個

月到歐洲玩，這些都可以。所以這樣的方式，就給很多人很大的吸引力…」  

 

    口訪受訪者 004的發言，直接點出了這值得注意的兩點。首先為歐洲旅遊一

事，若「到歐洲旅遊很方便」這樣的因素，足以讓臺生在留學國的選擇上造成影

響，即再度呼應了臺生對於人生經驗追求的重視；此外，所謂「可以多留下來一

年找工作」，也間接提及了 PSW簽證對於臺生留英活動中所扮演的角色。 

 

表表表表 4-4  臺生選擇英國的原因臺生選擇英國的原因臺生選擇英國的原因臺生選擇英國的原因 

為何選擇英國為何選擇英國為何選擇英國為何選擇英國？？？？ 出現頻率次數出現頻率次數出現頻率次數出現頻率次數／／／／強度強度強度強度 

修業時間 44 

英國研究水準／全球排名 16 

喜歡英國生活環境 14 

他人推薦 9 

可去歐洲旅遊 6 

因緣際會／其他 5 

有 PSW簽證 2 

                                                      筆者整理 

     

                                                      
8
 Q11-11：「只有一年，相對於美國比較快速並且結算下來省一些錢。另外離歐洲國家

近，可以就近旅遊多個國家。」；Q11-63：「有 PS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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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SW 簽證全名為 Post-study Work，即結業後工作簽證。PSW 制度於 2008

開始正式實施，在此之前，其實經歷了一段時間的發展與數度變更。在 2004 年

以前，國際學生（歐盟地區以外）於英國取得學位後，除非找到願意代辦工作簽

證的職缺，否則在學生簽證到期前必須離境。然而，多數學生畢業的時間點和學

生簽證有效期限之間的空檔十分短暫，國際學生若有意留在英國發展，往往尚未

找工作，學生簽證便到期了。為了改善這樣的狀況，英國國境局（UK Border 

Agency）先於 2004年發布了 The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Scheme（SEGS）章程，

允許特定理工科目研究所的國際生在畢業後提出申請。若申請通過，他們可以在

英國延長停留一年，並在這一年中慢慢尋找理想的工作。9
  

    在 2006 年，SEGS 章程有了重大更新，將原有特定理工科目的限制放寬成

所有研究所科目的國際生。次年，SEGS 被新的 International Graduate Scheme

（IGS）所取代，IGS的內涵與 SEGS差異不大，基本上是 SEGS章程之限制的

再寬鬆，例如將原本研究所以上的限制便被放寬至學士學位。10
 IGS在實施一年

後，於 2008 年中再度為 PSW所代替。PSW在英國國境局的簽證分類中，被納

入第一類組（Tier 1）之中的「高價值移民（High-value Migrants）」。11
  

    據英國國境局 UKBA（2007：5）所言，PSW章程是「為國際畢業生所搭建

前往專業技術領域發展的橋樑」。12
 相較於它的前身 IGS，PSW的停留期限延長

到兩年，畢業生在兩年內找到合適的工作後，則可進而申請變更為其他類型、如

「高技術移民（Highly Skilled Migrant Program）」身分的居留權。簡而言之，PSW

                                                      
9
 關於 SEGS，見 Information about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Graduates Scheme. http：

//www.ukmigrationvisas.com/segs.php（線上檢索日期：2012年 5月 29日）。 
10

 關於 IGS，見 Statement of Changes in Immigration Rules. http：

//www.ukba.homeoffice.gov.uk/sitecontent/documents/policyandlaw/statementsofchanges/20

08/hc321.pdf?view=Binary（線上檢索日期：2012年 5月 29日）。 
11

 關於 PSW，見 Tier 1（PSW）of the Points Based System – Policy Guidance. http：

//www.ukba.homeoffice.gov.uk/sitecontent/applicationforms/pbs/tier1poststudyworkguidance

1.pdf（線上檢索日期：2012年 5月 29日）。 
12

 Highly Skilled Migrants Under the Points Based System.  http：

//www.bswn.org.uk/resources/law/public-law/New-Immigration-Rules/tier1statementofintent.

pdf （線上檢索日期：2012年 5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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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證對於留學生而言，算是排除透過結婚依親以外，最直接的移民途徑。 

在問卷調查中，僅有兩位臺生直接表示，會選擇到英國念書與 PSW有關，

乍看之下 PSW 簽證作為影響臺生選擇英國的可能動機之一似乎並不強烈。然

而，當問及是否考慮留在英國發展，樣本中卻有超過七成的人表示有意願。對於

這樣的反差，透過對比訪談受訪者的說法，則可推測出可能的答案。在這群已於

英國就業發展的口訪受訪者中，只有四位表達出國前便曾有過移民的想法，至於

其他十三位，都是在求學的過程中才逐漸萌生留下來的念頭。如口訪受訪者 001

便陳述： 

 

  「我以前是有來英國玩過，可是沒有想要在國外長居，畢竟在國外生活還

是會怕。但是在(碩士課程)這一年中我覺得還蠻喜歡英國的，除了天氣以

外。但是就像我說的，以藝術環境而言，這方面英國真的是比臺灣好，我沒

有不愛臺灣，但是站在藝術的角度而言，如果你從事藝術或設計方面的工

作，他們很尊重你，然後他們真的把你當專業人員，但在臺灣你可能就永遠

當一個美工。」 

 

而口訪受訪者 003也表示： 

 

  「是在開始念書之後我才想要留在這邊工作，來英國之前不會想…因為這

邊假期很多，然後上班時間很固定，工作環境都比較好。」 

 

由此可見，在前往英國以前，許多臺生似乎並不具有強烈的移民動機，而是

在求學期間親身體驗英國的生活後，才開始思索留英發展的可能性，也才開始搜

尋了解諸如 PSW等居留法令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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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旅英的在地經驗旅英的在地經驗旅英的在地經驗旅英的在地經驗 

 

    誠如上節所述，有部分臺生是因為經歷了在英國的求學生活，才興起要留下

來的念頭，因此旅英求學期間的在地經驗相對也很重要。此節分別探討臺生對於

英國高等教育的觀感、對於英國華人社會的體驗，以及對於畢業後去留等相關議

題。 

    雖然絕大多數都認為國外學歷有助於文化資本的累積和自我競爭力的加

強，然而，這樣的主觀意識與實際在英國就學後是否獲得某種程度的體驗與証

實？ 

    當問及臺生對英國高等教育的感覺：（見表 4-5），由於大多數的回應都涉及

了或褒或貶的成分，因此經統整歸納後區分為「正面評價」與「負面評價」；至

於「自主性學習」和「跟臺灣就是不一樣」兩項，因為褒貶色彩較不明顯，因此

分開列表。 

 

表表表表 4-5  臺生對英國高等教育感覺臺生對英國高等教育感覺臺生對英國高等教育感覺臺生對英國高等教育感覺 

對英國高等教育的感覺對英國高等教育的感覺對英國高等教育的感覺對英國高等教育的感覺 出現頻率次數出現頻率次數出現頻率次數出現頻率次數/強度強度強度強度 合併次數合併次數合併次數合併次數 

正

面

評

價 

課程系統架構紮實 19 44 

國際學生多、多元文化 10 

學風自由 7 

學校資源豐富 3 

校園生活多彩多姿 5 

負

面

評

價 

一年課程內容太多太緊湊 6 18 

課程設計不夠紮實 4 

國際生太多 6 

學校行政效率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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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上課英文有壓力 1 

跟臺灣就是不一樣 4 4 

自主性學習 21 21 

                                                              筆者整理 

 

    就主觀的「正面」與「負面」感受而言，受訪臺生的正面感受是多於負面的。

在正面評價中，許多人提到「課程紮實」、「學術資源豐富」、「學風自由」、「國際

學生多，可體驗不同文化」等優點。有趣的是，這些特色在被視為正面價值的同

時，在部分臺生眼中卻也是缺點。如一年制的碩士課程，因時間因素課程安排可

能較緊湊作業也多，某些人認為是「充實的一年」，但也有人回應感到「囫圇吞

棗、壓力很大」。13
  

    而國際學生眾多的現象，支持者覺得「很多元，可認識不同文化」的同時，

也有反對者提出國際學生太多，感覺「素質被拉低」。14
  

    在直覺性正面與負面評價以外，值得一提的是有最高比例的人對於「自主性

學習」提出不少見解。許多人回應，英國大學對於學生自主性學習的要求非常嚴

格，即教師的角色較偏向於引導而非授課，學生必須主動自發性的學習，並且特

別重視批判性的邏輯思考，因此有不少臺生提出諸如「思考重於接受資訊」、「教

授不教課，只會教你怎麼做研究」、「自我督促學習比什麼都重要」等觀點。 

    反之，或許也正因為學生擁有太多的自由，有時反而令人無所適從，故如

                                                      
13

 Q12-22：「享受留學生活，在校內曾任職學生大使，課程很紮實，很緊湊。另外可接

觸不同文化，並了解來自世界不同地方的學生。」；Q12-34：「碩士課程非常緊湊，一年

之要完成很多作業 非常辛苦。但是課程內容相較於臺灣的課程，多元化很多，可以在

一年內接觸到一些不同的東西。但是相對來說，一年非常短，所以某方面來說感覺不夠

扎實。」 
14

 有數份樣本提及國際學生、抑或（影射）陸生太多的問題。Q12-11：「不同於臺臺臺臺灣教

學及學習的氣氛，變得比較自主學習，只是近來英國吸收越來越多國際學生，也就是說

也有許多的大陸人也在英國就讀高等教育，班上學生品質素質有被拉低，且學校有種想

靠國際學生賺錢的感覺。」；Q12-45：「課程不如想像中的紮實，太多亞洲學生有時後讓

人誤以為身處於亞洲某個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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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2-42 就作出「學風自由不受拘束，但對自小受臺灣教育洗禮的我來說，來到

英國念書有點不適應，常常不知道下一步該做些什麼……」這樣的回應。 

    在英國，因其歷史殖民背景，英國華人以來自香港為最大宗，但近年來自大

陸的移民數量也有急起直追的現象。 

    根據英國統計局 Office for National Statistics, ONS（2006：36）在 2001年全

英人口普查基礎上所發表的報告 Focus on Ethnicity and Religion，該時全英華人

人口為 24萬人次，其中出生於英國本地者為 28.7%、香港 28.7%、大陸 18.7%、

馬來西亞 8.4%、新加坡 3.2%，以及臺灣 2.2%；其中，出生於英國本地者又有多

數家庭為香港淵源。15
 在臺生人數比起香港或大陸相對勢弱的情況下，臺生在

留學英國期間，是否有機會與英國本地華社有所接觸？另外，臺灣留學生之間，

又有些什麼樣的集會活動？ 

    透過問卷調查，受訪臺生反映出了頗為特殊的現象。當問及臺生是否曾參加

任何華人活動或團體，在總數 63名受訪者中，35位反應只曾接觸過臺灣學生會

抑或校內其他華人同學（不論本地或外來），而另外 21位則表示連臺灣學生會都

不曾接觸；至於剩餘 7位，其中 3位表示僅在網路上參加華人社團（如 facebook

社團），1 位因個人信仰參與了當地華人教會團契，而另外 2 位則曾參與協辦每

年一度的倫敦小吃節活動。16
  

    嚴格說起來，真正與當地華社有所互動的僅有參與小吃節和團契活動等 3

位，比例十分低！ 

                                                      
15

 根據 Benton & Gomez（2008：53），來自臺灣的英國華人，在 1991年尚只佔全體華

人人口的 1%，但至 2006年 ONS統計報告出爐時已成長至 2.2%。Focus on Ethnicity and 

Religion 2006 Edition. http：

//www.ons.gov.uk/ons/rel/ethnicity/focus-on-ethnicity-and-religion/2006-edition/index.html 

（線上檢索日期：2012年 5月 29日）。 
16

 倫敦臺灣小吃節（Taiwanese Food Fete）是一年一度的華界盛會，自 2000年幾位英國

臺僑由於懷念故鄉美味而籌劃辦理。小吃節活動對外售票，協辦單位包括：英國臺灣協

會、英國臺灣婦女會、英國創意經濟協會、中華民國旅英同學總會、英格蘭臺灣商會&

青商會以及世界華人婦女工商企管協會英國分會等。臺灣小吃節網站見 http：

//www.taiwanfestival.co.uk/（線上檢索日期：2012年 5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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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者，即使是回應曾參與臺灣學生會或與校內華人同學交流者，也可能侷限

於點頭之交，因為當進一步詢問這些團體或活動對其在英國的生活有何幫助或影

響，認為「影響甚低」甚至「完全無影響」者達 31 人，將近五成，可見臺生與

其他華人、甚至彼此之間的互動並不能算太熱絡，與一般「同文同種容易親近」

的想法似有些許落差。 

    關於這點，有不少臺生將之歸結為念書太忙了、沒時間。17
  

    對於取得學位便決定返國者，聽來也是合乎情理，然而詢問已留下發展定居

的訪談受訪者同樣的問題，與當地華人的互動依然呈現頗為疏離的狀態。在 17

位受訪者中，除去 1名因作為中文教師、身邊同事朋友多為華人外，有 3位有參

與華人商會組織，但他們認為那只是「一年出去吃個幾次飯」，不算甚麼互動。

另外有 5人則坦言，平常只有在網路上會和其他臺僑、華人（香港人稍多）交換

英國生活資訊，並沒有特別主動要去和其他華人交往。 

 

    口訪受訪者 002：「嚴格上來講應該算有參加工商會，但我並沒有特別去參

加什麼活    動。他們每三個月都會辦一次餐敘，我大概去過兩、三次之類

的，並不是每一次都有去，那另外他們辦的其他活動我從來沒有參加過…」 

 

    口訪受訪者 004：「我的工作會涉及很多大陸人。當醫院或警察局需要翻譯

的時候，我    必須在現場做翻譯的工作，就會遇到很多中國人，所以我會

特意分開，因為工作是工作；然後他們（大陸人）也有邀請我去譬如說另一

個教會或是華人的社團，但是我都說不要，因為我覺得工作跟私人生活要完

全分開。」 

 

                                                      
17

 如 Q27-01：「當時念書太忙了，再加上最好的幾個朋友並不是臺灣人或華人，所以其

實可以說沒甚麼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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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訪受訪者 016：「很少，只有在網路上（與其他臺僑互動），但是我並沒有

那麼的活    躍。就分享資訊吧！並沒有太多的影響吧！有（互動）也可以

沒有也可以。」 

 

    以上數位訪談受訪者的發言，在程度上，都直接或間接地呈現了新一代旅英

臺灣人與其他華人群體程度上的疏離性。這樣的特質，其實並非什麼新穎的現

象，若回顧一世紀以前的留英學生，也曾有因原鄉差異劃分為「本部派」、「華僑

派」而彼此不相往來的情況，今昔對照之下，頗為有趣。 

    再者，誠如上節所述，在問卷調查中有超過七成的受訪臺生曾考慮在英國工

作發展的念頭，然此念頭往往並非留學前便有，而是在留學的過程中逐漸發酵。

當問及是否考慮留在英國發展，摒除未道明原因者，檢視五花八門的各類答覆，

在選擇不打算留下的臺生中，除了「家人在臺」、「無法融入英國社會」以及「想

回國貢獻」之外，也有部分回覆表達了因為工作不好找所以索性不考慮的觀點。

對此，口訪受訪者 003號也有觀察： 

 

    口訪受訪者 003：「他們（身邊的臺灣同學）都覺得（留在英國）太難了…」 

    筆者：「他們是不想？還是其實有想，只是留不下來？」 

     

    口訪受訪者 003：「有想留，可是好像留不下來，然後他們覺得很難…」 

 筆者：「就放棄了這樣嗎？」 

  

口訪受訪者 003：「對啊！ 就連試都不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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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4-6  旅英臺生是否願意留在英國旅英臺生是否願意留在英國旅英臺生是否願意留在英國旅英臺生是否願意留在英國 

對於留在英國定居的想法對於留在英國定居的想法對於留在英國定居的想法對於留在英國定居的想法 出現頻率次數出現頻率次數出現頻率次數出現頻率次數/強度強度強度強度 

 

願

意 

喜歡英國生活 9 

國外工作經驗加強競爭力 11 

薪水高 4 

只想留在英國工作幾年 3 

只要找到工作就留下 5 

 

不

願

意 

工作不好找 4 

想回臺灣貢獻所學 6 

家人 3 

難以融入英國社會 3 

不一定是英國或臺灣 3 

                                                       筆者整理 

 

    至於選擇願意或考慮留在英國者，理由多半都與「工作」相關。其中，認為

「國外工作經驗」對提升競爭力有幫助一類佔有最高的比例，而作出此類答覆者

也往往透露日後希望再回到臺灣發展。18
 當然，也有部分臺生表達自己是因為

「喜歡英國生活環境者」才想留下。19
  

    但總的來說，工作一環是臺生在決定去留時的重大考量，因此也有部分臺生

回覆，不一定是留在英國或返回臺灣，也有可能到其他國家。20
 

                                                      
18

 如 Q13-39：「希望留在英國從事學術研究幾年，增加回臺灣前的職場競爭力，接著想

回國在大學任教、或在研究機構從事研究。」 
19

 如 Q13-46：「是，一方面除了喜歡英國的生活，品質較好。二來非常討厭臺灣的職場

文化還有加班文化，以及街上到處都是攤販機車，十分骯髒。」 
20

 如 Q13-08 回應：「我希望可以留在英國工作，但不排斥歐洲其他國家，像德國在機

械領域也是很令人嚮往,荷蘭的半導體和通訊業也是蓬勃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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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在問卷調查中已畢業的 31名臺生，僅有 10位留在英國，比例不能算

高，故在「想要留下」與「真正留下」兩者之間，也隱藏了不少障礙。21
  

    當問及臺生畢業後若欲留在英國可能會遇到的問題，問卷結果出現了強度頗

為平均的幾個回覆類型（見表 4-7）。 

 

表表表表 4-7  臺生留在英國發展的困難臺生留在英國發展的困難臺生留在英國發展的困難臺生留在英國發展的困難 

留在英國發展會遇到哪些困難留在英國發展會遇到哪些困難留在英國發展會遇到哪些困難留在英國發展會遇到哪些困難？？？？ 出現頻率次數出現頻率次數出現頻率次數出現頻率次數/強度強度強度強度 

移民法緊縮 16 

文化適應 15 

經濟不景氣 18 

歧視 26 

英文能力 24 

                                                         筆者整理 

    對於受訪臺生而言，最大的挑戰是感受身為「外國人」所可能面臨的不公平

待遇。對此，有些臺生較含蓄地回覆英國本地業主不喜歡雇用外國人，有些則直

白地坦言社會上有許多種族歧視（以及隱形歧視）的現象。關於本地業主不喜雇

用外國人，多數臺生認為主要與英語能力有關，再加上近年歐洲經濟萎靡，不僅

得跟英國本地人競爭，還得跟其他國家的國際生競爭，簡直是阻礙重重。受訪者

Q14-5回應： 

      「英國最近就業市場萎縮嚴重，連美國人都會跨海到英國找工作，加上英

國已有極多的印巴後裔移民（英語母語），亞洲學生要搶得一席就業機會，

先天上語言就已經劣勢，特別是對於金融、服務、媒體、公關或是辦公室的

內勤職缺等更是如此！」 

 

                                                      
21

 除了兩名待業中，其他分別從事華語教學、教育與銷售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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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也有不少臺生認為，業主不友善的部分原因，來自於移民法令的動輒

變更與緊縮，業主若欲雇用臺生，在兩年的 PSW簽證到期後，便必須代為申請

工作簽證，對於中小型企業實屬麻煩。Q14-46便陳述： 

 

      「簽證絕對是最大的問題，即使 PSW也只能讓臺灣學生停留兩年。英國

雇主採用臺灣留學生的機率，絕對比不需要簽證的歐盟學生低。」 

 

 

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畢業後的抉擇畢業後的抉擇畢業後的抉擇畢業後的抉擇 

 

    在取得學位後，旅英臺生很快地必須面臨畢業後的去留抉擇。儘管不少臺生

有留在英國發展的想法，但誠如上節所述，想要留下與能夠留下是兩碼事，其中

牽涉的層面甚為複雜。 

    在此節中，筆者首先呈現接受問卷調查中臺生的移動情況，以及未來再度移

動的可能性，其次分析 1989 年後旅英臺生對於「跨國生活」、「落葉歸根」等概

念的態度與想法。 

    在問卷的設計上，筆者將臺生類型劃分為四大類，分別為「首度赴英且目前

仍在學者」、「已畢業且已返臺者」、「已畢業且留在英國或計畫留在英國者」與「有

兩次以上旅英經驗者（每次一年以上）」。由於此節，旨在觀察臺生畢業後的心路

歷程，因此主要針對「已完成學業者」進行探討。 

    在已畢業的 31人次，有 21人已返臺；至於留在英國發展的 10人中，則包

含 2位擁有兩次以上的旅英經驗。對於已經返臺的 21名臺生，除去 1人即將再

度出發前往歐洲，暫不納入討論，計有 7名待業中，13名已就業。 

    當問及英國學位對於他們回國工作的影響，多數受訪者認為海外學歷對於求

職的確是有加分效果的，他們主要將此歸功於兩點，其一為臺灣企業對於海外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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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仍有所偏好，故求職時可吸引注意力，也較能爭取到更高的待遇；再者，一般

普羅大眾對於歸國臺生多有「英文能力好」的印象，而得到被優先考量的機會。

如 Q15-5陳述： 

  「當然有幫助，本校聲譽不錯，再加上臺灣雇主向來有留洋偏好，求職上

較有優勢！」  

Q15-8也表示： 

      「因為我是工程領域當然還是強調技術優先，但歸國後會被認為英文不

錯，而被考量，所以也可以轉換領域，不一定要當工程師，相對的出路變得

更廣。」 

 

    除了就業上的實質效益，也有部分學生反應，海外學歷的對他們在工作上的

助益屬於「無形的幫助」；Q15-19便提到： 

 

      「因為在英國遇到很多挫折（種族歧視、學業壓力等），所以回來找工作

時比較不會害怕。留學經驗讓我比較獨立，能勇於面對工作上的各種問題。」 

 

    當然，並非所有回應都是正面的，有少數幾位受訪者發現，英國學校在國內

的知名度畢竟還是不敵美國，難以與之匹敵，所以幫助有限。另外，值得一提的

是，雖然已返回臺灣，但有將近五成的返國臺生打算再度出國進修或求職發展，

而計畫前往的國家也不僅限於英國，而含括了亞、美、歐諸多國家。22
 

    再將焦點放諸「已畢業且留在英國發展者」以及「兩次以上旅英經驗者」兩

類，前者共計 8人，有 4位待業中；後者則計有 4人，其中 2位已畢業，2位尚

在學，皆有工作，在此將合併兩類中總數十名已取得學位並決定留下發展者共同

討論。相較於返國臺生整體而言較為正面的求職路，留在英國的臺生則似乎相對

                                                      
22

 有 10人計畫再出國（1人即將出發），受訪者計畫前往的國家包括新加坡、中國、

香港、美國、英國、德國、瑞士、日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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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得更辛苦一些，在已就業的全數 6名臺生中，有 4名只有兼職性質的工作。23
 

而就算正職者，工作內容與所學也可能不完全契合，如 Q19-22便道：「（唸的

科目和工作）勉強算是符合吧！我學的是行銷，我現在是銷售人員。」由此，英

國學位對於他們在當地求職的效益似乎並不顯著。關於這點，訪談受訪者也有不

少想法： 

 

口訪受訪者 005：「英國學位這個東西並不會讓人家覺得你有比較靠近他們

英國人一點……他們聽到你是某某好學校畢業的，頂多就是，喔！你很

幸運啊！」 

 

口訪受訪者 006：「我現在做的工作（學校廚房）根本不需要高學歷！高中

畢業就可以做了……」 

 

    儘管在英國生存並不容易，當問及是否有回臺發展的想法，屏除「一定不回

去」抑或「一定會回去」的個案，有過六成的臺生採用「最終應該會回去」類型

的回覆。例如 Q21-15表示：「有，就趁年輕時多賺一些，但臺灣的健保制度還是

比英國的好。」Q21-29也直言：「有回臺打算，拿到英國退休金後，在臺灣很好

活！」 

    由此，顯然多數臺生並沒有永遠停滯在英國的打算。另外，在涉及「是否想

入英國籍」一項，除了兩成的人明確表示沒有必要，有積極入籍期望的約過三成，

而持「願意，但不強求」態度者則近五成，顯然絕大多數的臺生對於取得第二國

籍是沒有明顯排斥感的。 

    綜觀已完成學位的旅英臺生群體中，不論已經返臺，抑或決定留在英國發展

者，他們對於未來的規劃都充分顯示了一定的彈性，也沒有特別侷限於某地的趨

                                                      
23

 兼職工作包括：中文老師、鋼琴家教、翻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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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即使回到臺灣，卻不代表會就此安生，而可能再度前往英國或其他國家；雖

然留在英國，也不代表會就此落腳，英國對他們而言只是現階段的一個追尋。至

於深入訪談中諸多已取得永久居留權、甚至入籍的受訪者，也呈現了類似的特

質。例如口訪受訪者 011，她在求學期間與當地英國公民結婚生子，但對於未來

去留仍有保持極為開放的態度。011說道： 

 

      「我老公有回臺灣工作六個月，還蠻不適應的。所以以近期而言的話，    

只要我的工作能養我們全家，就可以搬（回臺灣）……我最近看了一份工作

在伊拉克，我老公就說不行，但那是以安全為考量。不過我覺得大部分我們

都會考慮，尤其現在小孩子還沒上學，那一切都還蠻好搬動的，所以現在還

是以工作為主，但未來等小孩上國中、高中我們可能就要以家庭為主……其

實除了公婆之外，我們沒有其他的理由一定要留在英國。」 

 

    基於以上，筆者於問卷調查中對旅英臺生詢問的最後一個問題，是臺生們對

於「落葉歸根」概念的想法。基本上，不論是華僑的落葉歸根抑或華人的落地生

根，都不脫以民族國家和地理疆域為依託的視野，並且牽涉了政治效忠與文化認

同的意涵；然而，在跨國華人之群體出現後，他們卻持續不斷在落地生根和落葉

歸根兩點之間徘徊，成為一個無法定型的流動模式。24
  

    本研究在假定旅英臺生有成為跨國華人之潛在可能的前提下，將 63 名受訪

者的各式答覆主要區分為「落葉不須歸根」、「落葉必須歸根」、「闖蕩後再回

臺灣」和「不明型答覆」以及四大類。 

 

 

 

                                                      
24

 參見劉宏（2002：120，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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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4-8  旅英臺生對旅英臺生對旅英臺生對旅英臺生對「「「「落葉歸根落葉歸根落葉歸根落葉歸根」」」」觀念的想法觀念的想法觀念的想法觀念的想法 

對對對對「「「「落葉歸根落葉歸根落葉歸根落葉歸根」」」」的想法的想法的想法的想法 出現頻率次數出現頻率次數出現頻率次數出現頻率次數／／／／強度強度強度強度 

落葉不須歸根 25 

落葉必須歸根 19 

闖蕩後再回臺灣 14 

不明型答覆 5 

                                                      筆者整理 

 

    基本上，「闖蕩後再回臺灣」應被歸納於「落葉須歸根」一類中，筆者之所

以於予區別，乃是因為這類型的答覆明顯表達了願意長期留在海外生活打拼的意

念。如 Q28-8： 

 

      「在英國時，有時候真的很懷念家鄉菜，但是基於生活目標和理想，國外

是比較可以發展的。而且科技化的進步，聯絡並不難，加上留學時認識來自

各地的同學，好像都到不同國家工作，也有各個國家的朋友。所以，最後回

不回到故鄉，應該是晚年之後再考慮的事情。」 

 

    而在「落葉須歸根」的支持者而言，則多因為親人、生活習慣、熱愛故鄉等

原由而覺得還是必須較早回國。如 Q28-7便道： 

 

      「家族、親人都在臺灣，不回來照顧長輩說不過去，畢竟臺灣的生活還是

容易、輕鬆一點。」 

 

    再者，對於「落葉不須歸根」的表態中，受訪者提供了極為豐富的觀點。 

    不少人直言，在現今全球化的時代，只要生活舒適開心，住在哪個國家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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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樣的；而就算人在國外，同樣可以為臺灣社會做出貢獻。 

 

    Q28-4：「有英國籍也不等於會一直住在英國，也許 20年後我會搬去南美也

說不一定。可以確定的是我應該會在地球上終老一生！」 

 

    Q28-14：「現在是全球化的時代，交通又便利，住在哪個國家都一樣，所以    

在英國養老也不錯。」 

 

    Q28-17：「目前的年輕人事實上沒有什麼 “一定要” 跟 “一定不要” 的問

題。」 

 

Q28-47：「待在英國越久，對臺灣社會有著越多的不滿與抱怨，但這是自己

生長的地方，這些不滿其實連帶著特殊的情感，不管日後是否會在其他國家

工作生活，但絕對會以各種方式為臺灣社會做出不同形式的回饋。」 

 

    至於不明型答覆，則未直接表達其態度，但也反應了一些特別的想法，如

Q28-48 回覆：「這問題真難回答，因為臺灣在主權認定上一直有問題……總而

言之，我始終是臺灣人。」在此回覆中，受訪者點出了落葉歸根是一種｢國族框

架｣下的思維，然而臺灣主權基於長久以來的政治紛擾，使得臺灣人對國家與效

忠的觀念變得既複雜又矛盾；在雙重國籍可能降低個人國家認同與愛國心的質疑

下，相較於週遭鄰國，臺灣是亞洲太平洋區少數承認雙重國籍的地區之一。25
  

    更進一步來說，即移民活動與愛國心兩者，對於臺灣學生而言並沒有直接的

連結性，如坊間某推銷移民資訊的書籍，就直接引用憲法「人民有居住及遷徙之

自由」一條，陳述了移民是為了讓自己與家人能擁有更美好生活的一種個人選

                                                      
25

 關於雙重國籍與國族認同之間關係的討論，參考 Station, Jackson & Canache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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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26
 

    總的來說，就本研究所接觸的這一群旅英臺生而言，他們出國留學的動機，

多為累積個人資本，在增強競爭力的同時，也追尋不一樣的人生經驗。在求學的

途中，很多人逐漸萌生留在英國發展的想法，但不論是否留下，他們對於未來的

走向都保持著高度的靈活性與彈性。 

    然而，對於真正留下並且進入移民程序的臺生，他們在英國主流社會中將身

處於甚麼樣的位置？他們能否？又如何從旅英學生轉變為英國華人？在第五章

中，筆者將針對這些問題進行討論，並透過跨國華人的框架對臺生進行檢視，以

釐清這群在畢業後定居英國臺生的跨國特質。 

 

 

 

 

 

 

 

 

 

 

 

 

 

 

 

                                                      
26

 見洪純明（199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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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  從旅英留學生到跨國華人從旅英留學生到跨國華人從旅英留學生到跨國華人從旅英留學生到跨國華人 
 

    當臺灣學生自英國大學取得學位，對於決定留下的部分群體，他們首先必須

面臨的問題便是來自移民法令的挑戰。例如在前章的問卷調查分析中，就受訪臺

生的主觀感受而言，他們就表達了「移民法的限制」是影響去留的最主要困難之

一。 

    因此，在本章節中，首先將針對英國政府近年對於留學生移民政策面的變革

進行回顧，以釐清臺生在從留學生身分走向英國華人如此歷程間的種種考驗。其

次，當進一步檢視這群「已經成為」抑或「正轉型為」英國華人的臺生，他們是

否具有任何特殊的顯性特質？另外，他們究竟是否能被放置在跨國華人的框架來

進行檢視？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英國移民政策的變革英國移民政策的變革英國移民政策的變革英國移民政策的變革 

 

    嚴格來說，英國並非移民國家，即他國公民無法直接在海外申請移民英國，

必須先取得合法居留權，再於英國國內申請移民，然後進歸化入籍的程序。 

    然而，由於英國自十八世紀以來長久的海外殖民歷史背景，使其自二戰之後

便持續不斷地吸收著來自各前殖民地的移民。 

    根據英政府（工黨，Labors Party）在1948年所頒布的英國國籍法（British 

Nationality Act 1948），該法案允許前殖民地（大英國協，Commonwealth of 

Nations）的居民無須簽證便可前往英國生活，自1953年起由最初的每年3,000人，

截至1961年已經增長到每年約13萬人次，其中也包含了大批來自香港新界的華人

移民。受二戰後海峽兩岸的冷戰氛圍所致，許多香港人均透過此法案移向英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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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之前，英國華人的組成多為海員抑或留學生，人口量十分稀少。1 

    由於大量移民在短期之內湧入英國，自然引起許多本地居民反彈，為此英政

府（保守黨，Conservative Party）於 1962 年通過了新的大英國協移民法案

（Commonwealth Immigrants Act），規定新移民必須在入境以前就先找到合適的

工作，而這些工作還必符合當時英國勞動市場的短缺項目之需求，換言之，來自

大英國協的移民將無法再自動取得居留權。2
  

    在此階段，前往英國的華人移民，仍然主要來自香港。為因應大英國協移民

法案，港人多透過已在英國開設中餐館的家族先驅，出面提供故鄉的年輕親戚工

作機會；而小伙子們在抵達英國努力工作了幾年後，再利用攢下的存款將香港的

家人或妻子接過來共同創業打拼。3
 而在此同時，來自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等大英

國協會員國的華人留學生或經濟移民，也逐漸增加。 

    1972 年，保守黨政府為進一步削弱來自大英國協的移民潮，正式頒布英國

移民法案（Immigration Act），規定唯有已取得合法工作許可的外籍人士，以及

其父母或祖父母輩於英國本島內出生者，才能直接取得英國居留權。4
  

    1979 年，隨著保守黨政府的登台，英國國籍法再度有了更新。保守黨政府

於 1981 年通過的新英國國籍法（British Nationality Act 1981），為「英國公民

（British Citizen）」以及「英國海外領土公民（British Overseas Territories Citizen）」

做出了區分。5
 簡單來說，海外領土公民並不等於英國公民，但海外領土公民可

以透過多種管道進而申請成為公民。然而，鑒於香港政權轉移的問題，殖民政府

                                                      
1
 關於對 1948英國國籍法，參考英國國會網站資料 http：

//hansard.millbanksystems.com/westminster_hall/2003/mar/19/immigration#S6CV0401P0_2

0030319_WH_34 （線上檢索日期：2012年 5月 31日）。 
2
 關於 1962的大英國協移民法案，見英國國會網站資料 http：

//hansard.millbanksystems.com/commons/1965/feb/09/immigrants-to-united-kingdom#S5CV

0706P0_19650209_HOC_64 （線上檢索日期：2012年 5月 31日）。 
3
 參見 Christiansen（2003：49-52）。 

4
 關於 1972英國移民法之於來自大英國協移民潮影響的描述，參見 Brah（1996：37）。 

5
 關於 1981英國國籍法，見英國國家檔案館資料 http：

//www.legislation.gov.uk/ukpga/1981/61（線上檢索日期：2012年 5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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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985年宣布港人的海外領土公民身分在 1997年移交至中國便自動失效，將香

港與其他英國海外領土予以劃分，但為保持與香港的聯繫，仍另外針對港人設定

了「英國海外國民（British National Overseas, BNO）」之特殊身份。6
 海外國民

身份雖然賦予港人部分權利，但並不包括直接的居留權，港人要獲得英國的永久

居留權抑或入籍，同樣得依照移民法令之規定，因此在推行的過程中屢遭港人抨

擊；然而事實上，港人的直接居留權早在 1962 年大英國協移民法案頒布之際，

便已被取消了。 

    總的來說，在 1990 年代以前，英國華人移民主要由最高比例的香港人以及

次高比例、來自東南亞舊殖民地的華人所組成，他們的子女和其後代也構成了今

日英國本土華人群體的核心成分。 

    因為種種政策法令的變革，自 1980 年代開始，英國的移民開始由以往較為

單純的大英國協會員國，逐漸轉變為四大主要來源，分別為： 歐盟移民、政治

庇護移民與難民、非法移民，以及所謂的「管理式移民（Managed Migration）」。

本文不論前三類，僅針對管理式移民進行討論。 

    所謂「管理式移民」，即為來自歐盟以外地區、透過英國國境局所制定之移

民法案進入英國的合法高技術勞工與學生移民。7
 管理式移民的興起，除了受移

民政策影響，也與英國大學在 1980 年代受保守黨政府決策所踏上的高度國際化

歷程有著密切的關係。由於國際學生數量在之後的二十多年間不斷攀漲，英政府

終於在 2004年(工黨執政)開始正式為國際學生量身打造移民方案。關於 2004年

所頒布的 SEGS章程，以及隨後的 IGS以及 PSW章程，都可視為對國際學生移

民途徑與限制的優惠，在前章也已有詳細敘述。 

                                                      
6
 關於 BNO身份，見英國內政部資訊 http：

//www.ukba.homeoffice.gov.uk/britishcitizenship/othernationality/britishnationaloverseas/（線

上檢索日期：2012年 5月 31日） 
7
 英國在 1950年承認中共並與我國終止外交關係後，臺英雙方除了經貿上的合作上，

最顯著的互動即建立在近二十年來臺灣旅英學生的大幅增加。由於臺灣不若香港與英國

有著極深的歷史糾纏，也非大英國協會員，移民英國向來未曾享有任何優惠，臺灣人欲

移居英國，絕大多數皆透過管理式移民類別的程序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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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2006年，英政府更正式開始實施移民計分制度（Points-based Immigration 

System, PBS），將以往錯綜複雜的居留移民方案，依照申請者的年紀、教育背景、

收入以及過去與英國經驗計分，簡化為五大類別途徑。8
 其中，歐盟以外地區的

國際學生往往透過第一或二類途徑在英國居留，如 PSW就是被列在第一類途徑

之下；若一切順利，國際學生可於五年內入籍英國公民，而透過婚姻管道移民者，

則是三年可入籍。 

    自移民計分制度實施以來，有別於以往的香港與東南亞前殖民地，來自其他

地區的華人數量也迅速累積，除了來自中國的最龐大群體已漸漸足以和香港移民

分庭抗禮，臺灣僑民的數量也逐漸增加。 

    雖然，目前並沒有任何實際統計資料可以證實，今日英國臺灣僑民中有多少

比例是自留學生的身分轉成，然而若檢視可得之人口數據，根據 Benton & Gomez

（2008：53），1991 年臺僑（不含留學生）在英國華人總人口中僅佔 1%，約為

1,570人，2001年則成長至 2.2%的 5,443人；另外，臺灣方面則是到 1990年後

才開始出現英國臺灣僑民的統計資料，就僑委會（2012：13）年所發表的《僑務

統計年報》，2011年英國約有臺僑 6,000多人。自 1991至 2011年的二十年間，

臺僑人數呈現了雖然緩慢但確實的成長趨式，而這也正好與旅英臺生興起的時段

有所重疊，成為一股逐漸凝聚的新力量。9
 在基於英國移民政策的結構，臺灣人

若欲取得英國居留權，最便利的方式主要就是透過留學抑或婚姻兩種。 

    由此，筆者推測，在今日英國臺灣僑民中，有極大比例是由旅英臺生轉變而

成的可能性，是不容小覷的。 

 

                                                      
8
 第一類：高端技術人才；第二類：持有雇主邀請的技術人士；第三類：每年限定額量、

填補英國勞動市場短缺的低技術工人；第四類：學生簽證；第五類：符合 Youth Mobility 

Scheme的青年交流人士。 
9
 根據僑委會華僑經濟年鑑，截至 2003年底，自 1990年後在英國定居的臺灣僑民累計

約有兩萬人左右。參見 http：//www.ocac.gov.tw/dep3/profile/europe_93/html/004_001.htm 

（線上檢索日期：2012年 5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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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顧英國過去一世紀的移民法令變革，值得注意的是其政策面的緊縮或寬

鬆，都與其執政黨派有著緊密的關係。當保守黨取得政權，移民限制便會增加，

而當工黨上台，則相對放寬。10
 例如，2000 年以後絕大多數針對國際學生所設

計的移民途徑都在工黨政府執政期間出爐；又譬如，The Primary Purpose這個長

久以來阻擋著許多與英籍公民聯姻之外籍配偶取得永久居留權或入籍的條款，也

是在工黨政府甫上台後即被取消。11
  

    然而，在最近幾年，隨著 2010 年年中保守黨重返執政，隨之緊接而來的一

系列大刀闊斧，也讓華僑華人社群感到擔憂，如 2011年 10月《華聞週刊》的一

篇文章便預測，未來英政府應會開始收緊移民限制。12
 而在同年 11月 4日，英

國移民顧問委員會（Migration Advisory Committee, MAC）也宣布，對於移民計

分制度中的第二類申請者，將建議設下年薪 35,000 英鎊的門檻，不符合者不得

申請永久居留權。對於這項新規定，影響的行業包含了大學教師、研究員、金融

業、管理業、護士以及服務業等，並且使得原本即將可以獲得永久居留權的第二

類移民人數大幅減少三分之二，迅速引起各界反彈。13
  

    倫敦商會執行長 Colin Stanbridge便直言： 

      「我們理解政府減少淨移民時面臨的政治和社會壓力，但是我們的報告表

明，阻止英國企業獲得全球最佳人才，結果是壓力只會越來越多，並非越來

                                                      
10

 1979至 1997為保守黨執政，1997年至 2010則為工黨政府執政。而自 2010年中至目

前則重由保守黨執政。 
11

 根據 The Primary Purpose規定，外籍配偶若欲取得英國居留權，必須先證明他們結婚

的目的並非在於取得英國國籍，而其裁決往往非常主觀，全憑面試官員的一念之間。關

於 The Primary Purpose，見 BBC報導 http：

//www.bbc.co.uk/news/special/politics97/news/06/0605/straw.shtml（線上檢索日期：2012

年 5月 31日）。 
12

 英國移民政策前瞻。（2011年 10月 7-13日）。華聞週刊，45期，27版。 
13

 英國擬設 35000鎊為永居最低年薪。(2011年 11月 11-17日)。華聞週刊，50期，27

版。另外，據華聞週刊另一篇報導， 2012年大學畢業生起薪平均約 22900鎊，較去年

減少了 13.2%，故要在五年之內拿到 35000鎊年薪的薪水著實困難。因此MAC此言一

出，教育部立即恐慌，因為可能失去一千多名非歐盟教員，另外 NHS也恐慌，因為英

國目前極大比例的醫護人員為外籍人士，但是他們的薪資也不到 35000鎊。細節見：英

大學畢業生起薪大跌。( 2012年 10月 12-18日)。華聞週刊，98期，2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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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好。」14
  

 

    倫敦政經學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LSE）教務長 Simeon Underwood

也表示，LSE每年至少花費 25萬英鎊在學習這些新移民規則，並不合乎經濟效

益，而新的規則更可能讓國際生減少，使學校蒙受巨大損失。15
 另外，英國大

報之一的《獨立報 The Independent》更直接指出，保守黨政府意圖緊縮國際學生

移民的政策是短視近利的做法。16 

    儘管反彈聲眾，然而英政府仍然確立了一連串的移民新制，《英中時報》便

評論： 

 

      「變、變、變……無庸置疑，保守黨領頭的聯合政府上台以來的移民政策

緊縮而多變，其政策改革幾乎涉及到了所有工黨時期制定的路線和規則。」

17
  

 

    諸多變更中，對於國際學生來說衝擊最大的，就是在 2012年 4月後 PSW簽

證即將廢除一項，在留學生一片怨聲載道之中，在該月份的《歐洲時報》也出現

了〈倫敦夢，離開還是堅守？〉這樣的報導。18
  

    另外，關於外籍配偶的入籍程序也出現了不少重大改變，其中最嚴苛者，便

                                                      
14

 英移民政策損害倫敦經濟。（2011年 12月 9-15日）。華聞週刊，54期，25版。Colin 

Stanbridge言中所謂的報告乃倫敦商會在該年 12月 8日所發表之英政府移民新制對倫敦

企業的影響。根據報告結果，在受訪的 123間企業中，超過三分之二的企業在過去五年

中雇用了來自非歐盟地區的外籍人員。 
15

 非歐盟學生簽證緊縮，各方批評紛至沓來。（2012年 5月 17日）。新歐華報，290期，

6版。 
16

 關於《獨立報》的報導，見 Government cuts in student migration could 'cost the UK £3bn 

a year' 一文 http：

//www.independent.co.uk/news/uk/politics/government-cuts-in-student-migration-could-cost-t

he-uk--3bn-a-year-7746455.html?origin=internalSearch（線上檢索日期：2012年 5月 31日）。 
17

 結婚、陪伴、家庭移民簽證變往何處。（2012年 4月 13日）。英中時報，419期，52

版。 
18

 李文（2012年 4月 12日）。倫敦夢，離開還是堅守。歐洲時報，18期，B0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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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原本三年的外籍配偶入籍程序被延長為七年，足見保守黨政府對於外來移民之

態度。19
 

    當然，PSW 簽證的取消，並不代表保守黨政府有意斷絕國際學生留下的所

有可能性，很快地，新類別的計分制度也隨之出爐。根據英國國境局，目前國際

學生想在畢業後留下，目前主要有三種途徑，分別為「企業家途徑

（Entrepreneur）」、「投資途徑（Investor）」、「工作簽證途徑」，以及「應屆畢業生

創業者途徑（Graduate Entrepreneur，GE）」。簡單來說，企業家與投資途徑的前

提是雄厚的身家，因此對多數國際生而言並不可能。20
  

    至於工作簽證途徑則行之有年，只是近來面臨了最低薪資門檻可能即將大幅

提升的挑戰。對於前兩者，本文暫不多談，此處主要關注的，是被視為 PSW代

替方案的「應屆創業者途徑」（後簡稱 GE途徑）。 

    關於 GE途徑，比較特別的是申請人必須先通過其所就讀大專院校的審核，

另外每所院校只有固定名額的配置；換言之，GE途徑主要便是將國境局將審合

PSW的壓力下放給學校，再透過名額限制來控制申請人數，相較於原本的 PSW

程序，在申請上著實困難許多。因此，未來旅英臺生在畢業後，若欲留下，除非

能幸運自 GE途徑中脫穎而出，否則還是得依循工作簽證的方案，在學生簽證到

期以前順利找到雇主；至於以往有 PSW簽證所賦予、充裕的找工作時間，則再

不復見。 

    透過以上英國移民政策的回顧與分析，就有意留下發展的旅英臺生而言，顯

然在 2000至 2010期間的十年應是政策面最為寬鬆的階段，而有趣的是，該階段

同時也正是旅英臺生人數最顛峰的時段。對於這樣的現象，是否純屬巧合？又抑

                                                      
19

 關於英國外籍配偶歸化章程的變更，見英國國境局網站資料： http：

//www.ukba.homeoffice.gov.uk/visas-immigration/partners-families/citizens-settled/spouse-cp

/ (線上檢索日期： 2012年 5月 31日)。 
20

 企業投資家途徑的財力證明需求為 20萬英鎊，而 GE途徑則為 5萬英鎊，相較之下

較容易達成。關於 GE途徑資訊，見英國國境局網站 http：

//www.ukba.homeoffice.gov.uk/visas-immigration/working/tier1/graduate-entrepreneur/ (線

上檢索日期： 2012年 5月 31日)。 



臺灣旅英留學生移民動機與社群發展之研究(1989-2012) 

 

 

86 

或旅英臺生的消長確實或多或少間接地受到了英國移民政策的影響？其中意

涵，著實引人思究。 

 

 

圖 5-1  倫敦華埠超市  （2005年筆者走訪唐人街拍攝） 

 

圖 5-2  倫敦華埠牌樓  （2005年筆者走訪唐人街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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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從旅英臺生到英國華人從旅英臺生到英國華人從旅英臺生到英國華人從旅英臺生到英國華人 

 

    當旅英臺生成功克服移民法令層面的種種挑戰，順利取得了英國居留權、甚

至歸化入籍，在整體英國華人社會中，他們雖然人數不多，但仍有其重要性。在

本節，筆者主要透過十七位深入訪談受訪者的經驗分享，以發掘他們在由旅英學

生轉變為英國華人／華僑後的顯性特質。21 

    關於十七位受訪者，他們平均已在英國定居將近七年的時間，幾乎都是在

2000至 2010年，移民政策面對國際學生最友善的期間前往英國，目前也多有穩

定工作。 

    在移動原因上，他們一開始主要都是為了求學，全數擁有英國本地碩士學

位，其中三位繼續攻讀博士。其中除了一位受訪者的學士學位也是在英國取得，

其他均曾在臺灣接受大學教育，平均教育水平很高。在居留資格上，有五位已取

得英國公民，八位有永久居留資格，至於持條件式簽證居留（工作簽證、PSW、

配偶簽證）的則有四位。另值得一提的是，受訪者中與英國本地人或者第三國籍

人士交往、通婚的比例高達十位。 

    在經過往返對談的過程，筆者發現，對於這個前身為留學生的小群體，主要

可歸納出以下幾個特徵： 

 

一一一一、、、、疏離的華人社交網絡疏離的華人社交網絡疏離的華人社交網絡疏離的華人社交網絡  

關於旅英臺生抑或臺僑與華人社群的疏離感，在前章中已有闡述，在此則進

一步分析其可能成因。就表象而言，臺僑與其他華人群體因原鄉、生長背景甚至

政治歧異等因素而彼此難以親近，是可被理解的；畢竟即使是來自同一原鄉的僑

                                                      
21

 為敘述方便，在後文中稱本研究訪談受訪者為臺灣僑民或臺僑，因為包括已取得英國

公民權者，全數受訪者都仍保留了臺灣國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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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也可能因為先來後到的時間差異，而不甚熟悉。22
 然而，在受訪者中，卻

也有不少人反映了甚至與其他臺灣人也可能鮮少來往的現象。 

透過受訪者的發言，筆者認為，除了背景差異的表象因素外，科技的進步與

網路使用的普及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相較於過去繁瑣而昂貴的國際通訊，今日

臺英之間的電信費用已十分方便，有的方案甚至提供了每分鐘低於一臺幣的低廉

價格。 

另外透過網路，更有免費的通訊方法，臺僑可以隨時隨地與家鄉的親人好友

保持聯絡，較不容易如過往般因人在異鄉而產生極度孤立的情緒，如所有受訪者

也都有使用網路通訊軟體的習慣，而部分受訪者更表示，跟家人的通訊非常頻

繁，一天一次甚至一天數次都有可能。 

在社交圈的拓展上，現今網路社團極為發達，從較早期的 bbs系統（如 PTT）

與網頁論壇（如 Hello UK論壇），到正流行的 Facebook、Plurk、Twitter等系統，

各式各樣的虛擬介面已逐漸取代了舊式的實質社團組織。 

經由這些虛擬社團或論壇，臺僑得以更機動且即時的交換資訊和抒發心情，

即使日常生活中不參與同鄉組織不特別跟臺灣人來往，也能從網路上得到「同鄉

的慰藉」。例如筆者在訪問過程中，部分受訪者即向筆者介紹了數個旅英臺灣人

的網路社團，這些社團的類別豐富，討論內容也五花八門，大致移民法條請求職

就業，小至感情困擾亞洲食物哪裡買……等等都有，眾人在網路上高談闊論之

際，不僅許多問題得以解決，許多情緒也得以抒發。 

對於部分臺僑而言，也許因為他們的思鄉情節與需求已透過電信網路得到有

效滿足（或程度上的滿足），故在實際生活上也就不再特別積極的與其他臺灣人

（或華人）進行交往。如受訪者 17號便表示： 

 

       ｢我覺得沒有甚麼一定要跟臺灣人或華人在一起的必要……我是覺得，連

                                                      
22

 例如朱慧玲（1995：30）針對日本華人的調查中便提到，超過 70%的老僑認為要將新

移民納入其活動網絡中是極為困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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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臺灣要交到一個真正的好朋友都很難了，英國這邊的臺灣人那麼少，要找

到合得來的不就更難啦！講白一點，我又不是英文爛到沒辦法跟別人溝通，

既然有辦法溝通又何必一定只跟講中文的混在一起呢？｣   

 

再者，筆者也發現有幾位受訪者是刻意地保持和其他臺灣人（或華人）的距

離。筆者推測，他們很可能是長期在英國主流價值影響下，逐漸偏移原鄉價值，

因而萌發疏離的情緒。例如 001號受訪者，在求學期間就慢慢開始不特別和其他

臺灣同學來往，他表示： 

 

  「不是要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可是我覺得很大一部分（臺灣人）還是把臺

灣的升學主義帶來英國……跟他們在一起的話，會覺得壓力好大……」 

 

在 001號的言談中，傳達他認為臺灣升學主義和英國本地價值有所矛盾，因

此，他可能便是透過避免和這些人來往，來避免自己和本地主流價值產生衝突。 

005號受訪者也回應： 

 

  「我一直都沒有很大的期望或需求去跟其他臺灣同學分享心情或是聊

天，因為可能真的拍片這條路比較孤獨，有時候你跟不是這個專業的人聊

天，他們其實不太能理解箇中滋味，那講久了我覺得也沒有辦法達到我想表

達的功效，不一定是要尋求安慰啦，就是一種理解吧！所以我也會有一點點

刻意的保持那個距離……」 

 

005 號因為職業較特殊（影視拍攝），工作上鮮有其他臺灣人，而在訪談中

他也強調，自覺已從工作圈中享受到足夠的友誼，因此在職場發展的追尋過程

中，為求更融入主流環境，是否一定要和同胞往來的必需性也就為之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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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筆者也發現，臺僑的社交行為也往往透露了些許國族認同的色彩，這

也或多或少解釋了臺僑與其他華人社群的疏離性。譬如 009號受訪者便說： 

 

  「還在學校的時候是有參加（臺灣學生會），但畢業後就沒有了……那最

近就是在網路上和其他臺灣人互動分享資訊，稍微認識了一些人這樣……我

是絕對不接觸所謂的中國人社團的……」  

 

當然，本文主旨並不對相關政治議題深入探討，但不可否認的是，當身處海

外，即使是回歸個人抉擇的單純面，也無法全然避免政治意識的涉入。 

 

 

二二二二、、、、入籍不等於認同的完全轉移入籍不等於認同的完全轉移入籍不等於認同的完全轉移入籍不等於認同的完全轉移 

在全數受訪者中，除去已入籍者，其他也都有在符合資格後申請入籍的打

算，由於臺英雙方皆承認雙重國籍，他們同時也都保有臺灣的國籍。對於受訪臺

僑而言，他們欲取得英國國籍的原因，並非是因為久居海外而對臺灣認同的完全

轉移，其中很大一部分乃是為了當地生活與出入國之便利性的工具性價值。 

根據族群認同論述中的工具論（Circumstantialism）而言，族群認同的界線

是可能因為情境變遷以及社會空間的擴張或交換下產生移動變化的。 

由此，王明珂（2001：38-40）闡釋，當個人為了能有效利用生活週遭的資

源，往往會產生隨著情勢變化而深具彈性的認同傾向。這樣的特質，在某些跨國

學生的研究案例中表現得十分明顯，即異國國籍的取得對於留學生個人具備了工

具價值的對應關係，而非國族認同完全的轉換。 

例如在 Liu-Farrer（2011）針對入籍日本之中國留學生的研究中便發現，即

使中日皆為單一國籍國家，許多中國留學生仍願意僅為了能夠更便利地往返兩地

而選擇入籍日本，並且表示國籍與認同兩事並無衝突。而回觀旅英臺生，身為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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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第一代，在國族認同層面上，他們通常對臺灣仍懷抱著強烈的情感，然而隨著

在英國日久，從求學到就業，經歷了英式教育與文化的洗禮，英國自然也逐漸成

為他們的第二家鄉，只是其強烈程度依個人主觀感受有所分別，但相較於臺灣而

言，自然仍是有等級之分的，但為了能更便利地運用英國社會中的資源，他們對

於歸化入籍並沒有太深的疑慮。 

在本文訪談者中，002號受訪者是持永久居留身份，已旅英六年，並且很確

定未來會入籍，他說： 

 

  「我覺得……講比較實際面，英國的護照來往出差……像我現在出差機會

很多，那如果有英國護照就還蠻方便的。再來就是，其實對我來說，因為在

這邊也住久了，那可能對這塊土地有認同感，如果我可以有雙重國籍的權利

的話，我是覺得不會有什麼問題……」 

 

在 002號受訪者的回應中，直接點出了入籍的主因之一是為了追求便利；再

者，他認為自身對於英國的認同感是他值得獲得公民權利的依據，對於原本的認

同也不會造成什麼問題。在另一個案例中，013號受訪者已在英國住了九年，也

已取得公民身分，他陳述： 

 

  「我在這邊很久，可是可能還不夠久。如果我有了小孩，那我的小孩是在

這邊出生長大，那他當然就會有英國人的認同，我也不會去阻止他。但我自

己並不是在這個國家出生長大，我覺得要我在我的有生之年改變那個想法，

認為自己是英國人，應該不太可能」 

 

乍聽之下，相較於 002受訪者，013號對於英國的認同似乎來的薄弱些，但

013號在英國住得時間更久，也已經是公民，足見認同情感是十分主觀的個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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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與時間長短並沒有絕對的比例關係，而不論個人對英國認同的強度，他們的

移民行為都並未與國族地域認同有直接的對應關係，對原鄉的情感或聯繫也不會

因為歸化入籍的行為而就此截斷。 

 

 

三三三三、、、、沒有邊界的世界沒有邊界的世界沒有邊界的世界沒有邊界的世界 

所謂沒有邊界的世界，意指隨著當代全球化歷程、各地區間種種藩籬阻隔逐

漸瓦解的一種現象。相較於過去的傳統移民，今日新移民對於融入移居國社會往

往有著更高的彈性，Benton & Gomez（2008：366）便舉例，近年英國華社中一

個很明顯的變化，即是新僑與老僑的差異，老僑的活動範圍或生意目標對象都以

華人社群為主，而新僑則往往不侷限於此。如此無邊界世界的概念，表現在旅英

臺僑身上，可以分為幾個層次來討論： 

首先，表現在與故鄉的聯繫上，許多臺僑並不因為移居地與故鄉間的地理距

離感到困擾。實際上，絕大多數的受訪者都與家鄉維持著十分緊密的關係。透過

電話、網路視訊，很多人幾乎天天與臺灣的親友通話；在回臺頻率上，有超過六

成的人起碼一年回臺灣一次。009受訪者就回應： 

 

  「我的（思鄉）主要是食物方面，那其他方面我覺得，現在網路發達，要

搜尋資訊，或者跟家人聯絡，用網路都可以辦得到，所以還好……」 

 

    另外，受惠於「地理距離障礙的消失」，也讓某些臺僑的個人事業得以橫跨

兩地。例如受訪者中有兩位自己開設了工作室，除了做英國本地的生意，他們也

兼收來自臺灣的案件。 

其次，表現在人生擇偶的重大選擇上，有七位受訪者與英國本地人交往／結

婚，而選擇與另外第三國家人士交往／結婚者也有三位。基本上，異族通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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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marriage）抑或跨國婚姻（Transnational Marriage / Bi-national Marriage）現

象的本身，就是一種突破邊界的實質體現。近年來，隨著臺灣社會的不斷開放，

臺灣人與外籍人士結婚的比例亦不斷增加。23
  

在英國，跨國婚姻雖是由來已久的社會現象，24但由於英國外來人口極度複

雜，除了本地與他國結婚者，還包括了大批來自英國以外兩個不同國家但定居英

國的伴侶，而部分未有婚姻關係但長期穩定交往的伴侶，也是被列入一定程度的

法律保障的，故目前尚未有對外公開的較近期確切跨國婚姻統計數據。然而，若

由歷年配偶簽證的申請數額，以及新生兒母親的出生國兩項統計來推測，跨國婚

姻的比例也都呈現了持續成長的趨勢。25
  

在早期，學界往往將因跨國婚姻而居留異鄉的活動納入同化（Assimilation）

的框架下，即跨國婚姻中較文化弱勢的一方會逐漸拋棄原生文化的觀念價值以求

融入主流社會。（Zhou，1997）然而，近期也有部分研究指出，同化理論已不適

用於當代社會在全球化浪潮席捲下的多元特質，因此今日跨國婚姻或伴侶往往並

未積極地去完全迎合主流價值，而是創造出一個複雜的跨國、跨文化的場域，並

且產生一種混合的認同，表現在他們的兒女身上尤其明顯。（Garcia，2006） 

相較於百年前政府明言規定「留學生不得與西人結婚」以阻絕滯留不歸的條

                                                      
23

 關於臺灣人與外籍人士結婚的統計，見 99年第三週內政部統計通報，http：

//sowf.moi.gov.tw/stat/week/list.htm（線上檢索日期：2012年 6月 3日）。 
24

 除了更早期來自南亞與西印度群島移民與英國本地的通婚現象，在二戰期間，約有兩

萬名來自中國南方的海員前往英國參戰；據統計，在這群海員中在戰後仍倖存且已與英

國本地婦女結婚者約有三百多人，參見 Fung（2008）。 
25

 據英國國家統計局 ONS （2003：2）年發表的統計報告，在 1993年，母親是外國人

的比例佔全體新生兒的 12.1%，2003年成長至 18.6%，而到了 2011年則已達 25%。ONS 

2003年的報告 Review of the Registrar General on births and patterns of family building in 

England and Wales下載自 http：//www.ons.gov.uk/ons/dcp171778_276702.pdf（線上檢索

日期：2012年 6月 3日）。另外，透過英國內政部 Home Office（2011：4）的統計，配

偶簽證的申請數也自 1994 年的每年 30190件成長到 2009年的每年 77380件。詳細報告

Marriage-related Migration to the UK下載自 http：

//www.homeoffice.gov.uk/publications/science-research-statistics/research-statistics/immigrat

ion-asylum-research/occ96?view=Binary（線上檢索日期： 2012年 6月 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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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先暫且不論如來自父母等其他層面的阻力，就法理而言，今日臺生在與外籍

人士交往上是完全不受拘束的。 

在本研究中，許多受訪者也的確在求學期間抑或留下工作後，認識了不只是

英國本地人、也包含了第三國籍人士的另一半。然而，即使和外籍人士交往，也

不代表臺生就會選擇留居海外，反而可能是先離開一段時間，才再度返回英國；

例如 002號曾先至上海工作數年，009號與 014號也分別回臺工作三年與五年，

拜網路科技所賜，即使實際地理距離遙遠，他們仍能維繫感情。26
  

最後，「沒有邊界的世界」的概念表現在對未來的計畫上，許多人也往往抱

持著隨波逐流，哪裡有機會往哪去的態度，並不特別限定自己一定要留在英國或

回到臺灣。例如前章曾提到，011號受訪者雖然攜家帶眷，但伊拉克也考慮去，

第 005號受訪者也認為，如果未來有機會或有必要得離開，要放棄英國的一切並

不會太困難。另外，配偶是第三國人士、夫妻在英國自組公司的 007號更回應： 

 

  「住在這邊這麼久，當然它有它的好處，但也有很多它的壞處……所以如

果有選擇性的話，我還是希望回臺灣的……其實我們已經在計畫中……」 

 

由此，對於這些前身為旅英臺生的群體，他們所佔比例雖小，但仍確實的成

為了英國整體華社的一部分。而在受訪者中的絕大多數，不論觀念或行為上，都

反映出高度的彈性與靈活度，這也連結至下一節的探討核心──從旅英臺生到英

國華人的轉化過程中，他們具有什麼樣的跨國特質？換言之，他們是否適用於跨

國華人的理論框架？ 

 

                                                      
26

 因為英國極高的國際學生比例，國際學生彼此之間抑或與本地生的情侶交往是十分普

遍的現象，進而促使在學成後的去留抉擇愈發複雜。在筆者個人交際圈中，即有臺生與

泰國學生在英國相識，畢業後一起至香港，數年後又到泰國定居；另一例則是韓國與德

國的組合，同樣也是在英國求學時結識交往，但因其中一方研究領域，最後共同前往臺

灣生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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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從旅英臺生到跨國華人從旅英臺生到跨國華人從旅英臺生到跨國華人從旅英臺生到跨國華人 

 

    就移民研究領域而言，跨國理論是個相對較新、尚未完全成熟的概念，故在

邏輯架構上尚存許多有待釐清之處。 

    關於跨國理論與海外華人兩者之間的連結，在 1990年代中期學者 Ong等人

即開始透過跨國主義來理解華人移民的問題後，近年來也有越來越多的學者將跨

國主義運用在海外華人研究上，而「跨國華人」一說也蘊育而生。（潮龍起，2009：

97）在探討由留學生轉換而成的英國臺僑是否屬於跨國華人以前，筆者認為必須

先確立一個跨國華人的特質模組，再透過與該模組的比較對照，來釐清臺僑的跨

國實踐。 

    綜觀目前學界對跨國華人概念之釋義，Ong（1998）透過彈性公民權（Flexible 

Citizenship）的觀點來詮釋跨國華人的主要特徵。在 Ong的東亞華人研究中，她

表示，彈性公民權是在全球化的影響下移民為因應不同的政經情勢而主動展開遷

移抑或再遷移的活動，以累積各種社會文化資本，而所謂的太空人家庭（Astronaut 

Family）、衛星兒童（Satellite Kids）、雙（多）重國籍等現象都是其中典型。吳

前進（2007）則認為，當以跨國主義視角來分析華人移民研究時，必須注意： 

（1）移民如何建立並聯繫兩方社會網絡與資本？ 

（2）移民離散的多元認同與全球意識。 

（3）移民對母國認同的維持。 

（4）兩方社會文化的雙重融合。 

（5）移民的迴流傾向。27
 

    另外，劉宏（2002：126-128）也提出跨國華人的四大類特徵，即他們擁有

「非地域性」的認同、他們的群體多元且複雜、他們活動在多維多元的空間中，

並且是第三文化的建構者。在本節中，筆者主要以劉宏教授所提出的四大特徵作

                                                      
27

 見陳永升（200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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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檢驗模組，並同時參考其他學者之見解，進而檢視臺僑之跨國性。 

 

一一一一、、、、非地域性的認同非地域性的認同非地域性的認同非地域性的認同 

據劉宏（2002：126）所言，所謂「非地域性」（De-territorization），即跨國

華人在受全球化影響所萌生的形成過程中，逐漸產生的一種與國家分離的認同趨

勢。換言之，「他們的領土與地域建構於自身活動的空間之中」，而非原有的國族

疆界。 

更確切一些來說，去地域性的認同實是相對於傳統國族認同的異變，但是它

並非單純由原鄉認同轉往認同移居國的二元論，而是在跨國活動的過程中，受異

文化影響而生、介於兩者之間的混合式認同感。 

這樣的特質，反應在臺僑身上，最顯然的例證便是他們之於「彈性公民權」

的實踐。經由受訪者的言論，可以很清楚地觀察到，臺僑們從留學到移民，為了

生活的便利抑或其他種種個人因素，受訪臺僑們紛紛走上移民的道路。然而即使

取得英國公民權，歸化入籍並不代表對臺灣認同的就此消失，臺灣認同的維持也

不代表與入籍英國有所衝突；對於絕大多數的受訪者而言，他們的認同是混合

的，是既臺灣又英國的，彼此之間既不互斥也不矛盾，只是混合的比例在程度上

因人而異。在這樣的過程中，許多臺僑的國族意識也可能逐漸淡薄，愈趨依附其

「自身活動的空間」，建立起「自己的領土與地域」；例如受訪者 009就表示： 

 

  「我（對國家認同）並沒有那麼強烈，我並不是一個對國家會有強烈歸屬

感的人，……但是我覺得我對地名跟地點還有待過的地方，……比如你在飛

機上看到伯明罕這個地名出現，會覺得那是你唸書的地方。還有回到倫敦，

我之前在那裡住過三個月，也會覺得，喔！之前住這裡。就是因為自己所到

之處（待過的地方）而有歸屬感，而不是說覺得自己是英國人還是臺灣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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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跨國華人群體的多元性和複雜性跨國華人群體的多元性和複雜性跨國華人群體的多元性和複雜性跨國華人群體的多元性和複雜性 

Goldring & Krishnamurti（2007：10-11）認為，今日跨國研究可分為兩類主

流，其一為針對理論系統本身的論證，其二則利用該理論架構企圖映證獨立群體

的特殊跨國特質。而關於跨國華人實証研究的重要性，也為多位學者所肯定。28
  

回顧華人移民史，華人的移民活動起源極早，移向地點極為紛雜，而隨著歷

史進程，各洲各國的華人也有著不同的境遇；雖然透過種族血緣的聯繫，將全球

華人凝聚於華人一詞的大框架下，但來自兩地的華人群體勢必因其背景環境的不

同而有所差異。 

在劉宏（2002：126）的分析中，他認為跨國華人群體的多元與複雜遠遠超

過二戰之前的傳統華人群體，29並且在社經地位上呈現了比較顯著的兩極化傾

向。30
 劉宏所謂的兩極化傾向，即是留學生/技術移民的高社經地位相較於連鎖

移民/非法移民之對照。他進一步申論，今日的華人留學生／技術移民自東南亞、

港臺、大陸各地紛紛移往西方國家，他們通常有著極高的學歷，其家庭在移居地

也較能晉升為中產階層；正因為他們來源背景的多元複雜，使得「彼此之間的聯

繫十分薄弱」，故他們的活動團體，主要建立在專業、校友和學術的基礎上。31
 

這樣的特質，同樣也出現在本研究調查中，受訪臺僑與其他華人群體的聯繫

相當疏離，而在部分個案中，也刻意與其他臺僑保持了距離。 

對於受訪臺僑而言，透過科技網路，他們的社交圈涵括了臺灣與英國兩地、

甚至第三國的親友，足以滿足他們的社交需求。即使身處英國，他們也能於臺灣

                                                      
28

 關於透過實體案例來檢驗跨國研究之相關討論，可見李明歡（2010：10）；潮龍起

（2007：63）；劉宏（2009）；陳麗園（2011：74）。 
29

 二戰之前的傳統華人團體通常來自華南、社會分層通常以商人和勞工為主，另外聯繫

網絡主要透過會館、學校等組織形成。 
30

 在研究中，劉宏將跨國華人來源分為兩大類：一為以海外為出發點、早期華人移民群

體的再移民，另外則是以華人原居地（大陸、臺灣、香港）為出發點的新移民。而若依

移民種類來分，則有留學移民、技術移民、依親（連鎖）移民和非法移民。 
31

 劉宏的闡述根據為其 2002年於巴黎中國城所做的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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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業務；比起地緣群體，他們對其他同專業群體的興趣往往來得更高。 

 

三三三三、、、、多維多元的活動空間多維多元的活動空間多維多元的活動空間多維多元的活動空間 

在傳統的華人移動模式中，通常是自原鄉前往異鄉的一元單向移動，抑或於

原鄉異鄉之間的二元遊走。（劉宏，2002：127）經由這樣的移動模式，也產生了

落地生根以及落葉歸根等觀念。 

然而，現今的跨國華人已然擺脫了以往的一元或二元模式，而呈現更多元的

發展趨勢。例如在朱慧玲（1995）對於中國留日學人的研究中，受訪的留日中國

學生對於未來的規劃呈現了四大類走向：繼續深造（46%）、在日就職（31%）、

移民第三國（16%）以及返回中國（15%）。 

類似的結果，也表現在本研究的受訪臺生與臺僑身上，如問卷調查中有超過

五成、已畢業返臺的臺生有再度出國的打算，而計畫前往的目的地也出現許多英

國以外的國家；至於留在英國發展的臺生／臺僑們，對於未來也往往沒有「一定

要在哪裡」的限制，而是哪裡有機會就往哪裡去，即使選擇返臺，也可能仍然和

國外保持著密切的聯絡，反之亦然。換句話說，落葉不一定要生根，也不一定要

歸根，套用問卷受訪者 Q28-27的話，「我比較相信,時間到了，你落在哪裡，在

哪裡如花綻放，那裏就是你的家。」 

 

四四四四、、、、第三文化的建構者第三文化的建構者第三文化的建構者第三文化的建構者 

Benedict Anderson透過「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y）」一詞來對

民族主義的興起進行詮釋：32
 劉宏則借用該辭彙來描繪透過跨國華人游移於東

西文化現象下所逐漸形成的「第三文化」。所謂「第三文化」，誠如跨國華人的混

合式認同，屬於一種參雜式的文化（Hybrid Culture）。33
  

                                                      
32

 見 Anderson（2006）。 
33

 見劉宏（2002：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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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如 Geertz（1973：5）所言：「人是一種懸掛在自己所編織出來的意義之網

上的生物，而這些網對我來說就是所謂的文化。對於文化的分析，不應只是尋找

文化規則的實驗科學，而是試圖描繪其蘊含與意義的詮釋科學。」34
  

Geertz認為，文化這張意義之網是人為的，是由某個特定群體的成員共同編

織而成的，而將這樣的概念放諸於跨國華人之上，跨國華人當然也能編織出屬於

跨國華人群體的第三文化。關於這樣的第三文化，吳前進（2007：66）借鏡 Vertovec

（2002）的觀點，將第三文化解讀為跨國華人受各種人工產品（如：海外華文媒

體、華人網路論壇）、自我心智以及其他成員等多方作用的「文化再造」過程所

衍生的「共同跨國想像」。 

 

不論是第三文化抑或共同跨國想像，臺僑們在深諳母國文化精隨的同時，也

因求學、定居的歷程中對英國文化愈發熟習；換言之，在文化碰撞之下，他們逐

漸編織出一張既不全然東方亦不全然西方的意義之網。 

他們可以與非臺籍人士交往結婚，但在融入異文化的同時卻仍保持了自己的

文化，並且將此混合文化延續在其子女身上；他們也可以輾轉國與國之間，在處

處為家的同時，卻又因為習於他們所建構的第三文化，而處處難以為家。引用

Fong（2011：220）研究中一名在日本求學工作十載的大陸移民所言： 

 

  「在國外待了十年，對國內很多事物我感到無法習慣，但是在國外，也有

很多事物是我永遠也無法習慣的。我想我再也無法完全的習慣於任何一個地

方了。」35
  

 

                                                      
34

 Geertz該段原文為：Man is an animal suspended in webs of significance he himself has 

spun, I take culture to be those webs, and the analysis of it to be therefore not an experimental 

science in search of law but an interpretative one in search of meaning. 
35

 該段原文為：There are many things I’m not used to in China anymore, having been abroad 

for 10 years. But there are also many things I’ll never be used to abroad. I’m not used to 

anywhere any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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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言論，與本研究 017號受訪者非常有共鳴。他說： 

 

  「每次回臺灣，當然有很多東西很好很方便，但還是有很多地方讓人想抱

怨，可是回到英國，又覺得有很多地方比不上臺灣，忍不住又要抱怨，講到

最後，我媽都問我，這邊也不好那邊也不好，那你到底要住哪裡才好？」 

 

    在與劉宏教授所提出的跨國華人四大特徵兩相對照後，筆者認為，這群前身

為旅英臺灣留學生的英國臺僑，的確具備了作為跨國華人的種種特質；關於他們

的跨國特質，乃是在留學的期間便逐漸孕育，而非在決定留居英國後才迅速萌

生。受限於多變的英國移民法令與各類英國內部社會問題，雖然能順利留在英國

的臺生比例就整體旅英臺生數量而言並不算高，但在一批批的臺生回臺後，仍有

如劉宏（2002：127-128）所言之「源源不斷的人投入留學的浪潮，成為跨國華

人的後備力量」。不論返國的臺生抑或繼續留居英國者，都在某種形式上持續了

與另一地的聯繫網絡。 

    由此，從旅英臺生到英國華人抑或英國臺僑，不僅是個身份轉換的歷程，更

應被視為一個去地域化的、自留學生到跨國華人的跨國實踐歷程。 

 

 

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  新群體意識的形成新群體意識的形成新群體意識的形成新群體意識的形成（？）（？）（？）（？） 

 

    自 1980 年代晚期以來開始興起的旅英活動，在經歷近二十年緩慢的發展以

及持續累積，英國臺僑在第三文化的建構過程中，儘管人口數量上在現階段依舊

無法與其他主要華人移居地比擬，但筆者仍認為，一股屬於「英國臺灣人」的群

體力量不僅已然成形，並且愈趨成熟。這股力量的出現，和 1989 後旅英風潮有

著十分密切的關係，即現今英國臺僑可能多是由留學生身份轉變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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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筆者之所以作出如此憶測，主要基於兩類實例的相互映證，第一類例證為臺

僑／臺生社團組織的成長，第二類則為臺僑／臺生群體活躍度的增加，而這兩類

例證的發生時期都與旅英風潮的興起重疊。 

    首先在臺僑社團組織一項。在僑委會 2003 年《華僑經濟年鑑．歐非篇》調

查報告中所列出的英國臺僑團體中，許多都屬於大學校友會的性質，故臺僑社團

組織的背景和教育似乎本就有著密切的關係。36
  

    在此同時，各種型類的臺僑團體也開始在旅英風潮高度成長的 1990 年代逐

漸成形。1995年，第一個頂著臺灣之名的臺僑社團「英國臺灣（僑民）協會（簡

稱英臺協會）」成立，並加入了歐洲臺灣協會聯合會。相較於歐洲其他國家，英

國臺僑團體的出現時間著實晚了許多，例如法、德、義、奧、比等歐陸國家的臺

灣同鄉會均早在 1970年代就已陸續成立，足足比英國早了約二十年。37
  

    英國臺僑組織的晚熟，應可歸咎為人數稀少的結果，至少在 1950 至 1989

年這個區間，歷年的留英人數皆是遜於法德等歐陸地區的，限於勢單力孤，缺乏

集體活動的力量。然而，1989 年後的旅英風潮迅速地扭轉了這樣的局面，旅英

臺僑也開始產生集體對外發聲管道的需求。 

    自由時報電子版在 2002 年對該時英國僑務與世界臺灣商會聯合總會諮詢委

員沈為霈的一篇訪問中，沈為霈談道： 

 

      ｢英國政府重視臺灣商力是這幾年的事情，早期他們一直認為臺灣只走美

國路線，對歐洲漠不關心，歐洲的反應也就相同。但是在臺灣商人陸續來英

國設廠投資，再加上每年大量臺灣留學生來英留學，聽說去年的數字已經超

                                                      
36

 文中列出計有臺大、師大、政大、海洋等大學校友會以及中華民國旅英同學會等。 
37

 資料引據自 2006年《鄉訊》。《鄉訊》於 1971年由比利時臺灣同鄉會創刊，日後成為

全歐性的臺灣同鄉會內部刊物，並先後轉交予法國及德國的同鄉會編輯。《鄉訊》的內

容主要關於歐洲各地區域動態以及臺灣訊息；該刊在 1983年曾停刊十年，自 1994年起

則重新交給正準備成立中的英國臺灣協會負責，並於 1996年正式復刊。關於《鄉訊》

見歐洲臺灣協會聯合會網站，2006年《鄉訊》電子版張宗鼎〈歐洲臺灣人的一片斷史〉

一文： http：//www.eutaiwan.org/portal/dossier.php?pid=2006.2.03 (線上檢索日期： 2013

年 5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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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日本，英國身為歐洲最早承認中國的國家，在“親中疏臺”的政策去年已明

顯有變化。這幾年對於臺灣不管是招商或招生都非常積極，甚至親自派人從

英國遠赴臺灣，從南到北開招攬說明會。｣38  

 

    沈為霈的論點，反映在旅英臺灣社群中，即是各類臺僑、臺生團體的陸續湧

現。緊接在 1990年代的英臺協會之後，2000年代又有數個臺僑社團先後成立，

屏除政治意識較濃厚抑或規模較小的團體，英國臺灣商會暨青年商會（Taiwa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in England, TCCE，簡稱英臺商會／青商會）以及英國臺灣

婦女會（簡稱婦女會）兩個組織是比較具有代表性的。39
 商會／青商會於 2000

年在僑委會的輔導與當地臺商的奔走下成立於倫敦，提供臺僑最新英國商情；婦

女會則成立於 2002年。基本上，這些臺僑團體除了各組織內部的獨立例行聚會，

彼此之間均有合作關係，經常共同籌辦各類公開活動；例如：歷年春節聯誼會、

自 2000年開始舉行的倫敦臺灣小吃節、2003年開始的臺灣旅英各界運動園遊會

等英國臺僑盛事，以上三組織都可見於主辦單位之列。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臺僑組織與中華民國旅英同學總會（The Students’ Union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in the United Kingdom, SUROCUK，簡稱同學總會）也有著

密切的連結。同學總會於 1975 年由我駐英代表處協助成立，旨在提供旅英臺灣

學生一個交流的平台並提供留學生各類協助。旅英學生總會歷史雖然悠久，但在

近年來則開始有了格外明顯而積極的活動，除了與臺僑社團共同舉辦上述各年度

活動外，更充份利用科技之便在 Facebook和 Twitter社群網站上都設立了專頁，

讓旅英臺生能夠輕鬆直接的從同學總會獲得各種訊息並與之互動。 

    就筆者自身兩次的旅英經歷而言，2005 年首度前往英國時，對於同學總會

                                                      
38

 該篇訪問報導可見 2002年 3月 3日由胡蕙寧所撰寫之〈臺商前進英國 「臺灣」揚名

良機〉一文：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2/new/mar/3/today-e5.htm (線上檢索日

期： 2013年 5月 26日) 
39

 關於英台商會／青商會組織相關資訊，見商會網站 http：//www.tcce.org.uk/ (線上檢索

日期： 2013年 5月 26日)；婦女會則見 http：//www.twauk.org.uk/index.htm (線上檢索

日期： 2013年 5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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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完全不知所以然！唯一的資訊來源多限於校內臺灣人之間的口耳相傳；然而

事隔四年後再度赴英，同學會的 Facebook 專頁則已成為不少臺生主要的資訊搜

尋管道，並且不斷地主辦、協辦各種活動號召臺生、臺僑參與，在存在感上有著

極大的提升。40
  

    臺僑組織與同學總會之間的密切合作，顯示了不論臺僑抑或留學生組織，其

服務的目標對象是具有重疊性的，這也間接顯示了旅英臺生與臺僑群體間難以切

割的關係。 

 

     

圖 5-3  2013年臺灣美食節海報     圖 5-4 旅英各界運動園遊會海報 

 

    由於臺生與臺僑之間的邊界並不分明，在群體意識的公開表述上，往往便呈

現著共同行動的現象，這樣的特質在近幾年中成長的尤其明顯。筆者猶記 2006

                                                      
40

 例如同學總會僅在 2012年間即發起了十四次活動，從聯誼派對、一起聽演唱會等休

閒性質到愛臺灣遊行等較嚴肅主張的活動皆有，其中也不乏與臺僑團體合辦者。活動列

表見同學總會 Facebook專頁 https：//www.facebook.com/surocuk/events（線上檢索日期：

2013年 5月 26日）此外，在 2013年秋季，同學總會更推出 Britain by Taiwan電子季刊，

提供旅英臺生各類新訊，該季刊網址見 http：

//issuu.com/btwsurocuk/docs/btw_britain_by_taiwan/15?e=0/5194799（線上檢索日期：2013

年 11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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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溫布頓網球公開賽時，破天荒地有四位臺灣選手同時進入了會內賽，旅英臺灣

人在興奮之餘紛紛各出奇招呼朋引伴，還加入了「臺灣加油隊」，一心要聲勢壯

大地前進溫布頓為臺灣選手加油。41
 在比賽首日，加油隊的人數雖然不過幾十

人(臺僑臺生皆有)，但當眾人一同穿著印了大大 Taiwan 字樣的 T 恤、手中揮舞

著國旗時，一股旅英臺灣人的情懷與力量已經油然而生。而令人驚訝的，是在近

期中這股力量的成長之快、號召力之強、機動性之高，都不是筆者首度旅英時所

能想像的。自筆者 2011 年二度赴英，短短兩年間，已經親身體驗了兩次臺生暨

臺僑群體的大型活動，第一次為 2012 年倫敦奧運期間的國旗撤換事件；第二次

則是針對 2012年底並延續至隔年年初的媒體壟斷爭議。 

 

 

圖 5-5  2006年溫布頓臺灣加油隊（資料來源：筆者私人照片） 

 

    2012 年夏季的倫敦奧運不僅是全英期待已久的盛事，旅英臺生與臺僑們也

十分期待能在會場親自為臺灣選手加油，而位於倫敦市中心最熱鬧商圈的攝政街

（Regent Street）更在街道上掛起世界各國的國旗歡迎各國訪客的到來，中華民

國國旗自然也不例外。 

                                                      
41

 臺灣加油隊是 2006年開始由一群臺灣年輕人透過網路號召到世界各地為臺灣選手加

油的組織。 



第五章 從旅英留學生到跨國華人 

 

 

 

105

    因為臺灣長期以來國際外交上的困境，當旅英臺生和臺僑們發現飄揚空中的

臺灣國旗，心情自然格外激動，紛紛拍照上傳至網路，引起英國臺灣社群的熱烈

討論。然而短短四日之後，在中國的抗議下，臺灣國旗迅速被移除，原本的掛旗

處則在空置了兩日後才改為掛上中華臺北奧運會旗。國旗被撤換一事，頓時引爆

了旅英臺灣人的憤怒，在國旗被撤除後的數日間，許多臺生、臺僑紛紛跑到攝政

街高舉國旗、要把國旗「掛回去」。旅英臺灣人的行動，不僅受到國內媒體的關

注，也引起英國當地媒體的報導。在 7月 26日的 London Evening Standard晚報

上，即出現了 “Taiwan outrage as national flag is removed from display”這樣標題的

文章。42
  

 

    在此同時，網路上也出現了發起大型遊行抗議的呼聲。巧合的是，當時一名

因帶著「電音三太子」裝備到印度旅行而出名的吳姓臺灣大學生正好前來參加倫

敦奧運，該生原本便計畫邀請旅英臺灣人幫忙拍攝「臺灣電音三太子遊倫敦」的

影片，國旗撤換事件讓原本單純跟著三太子跳舞的拍攝計畫轉向。 

    在青商會的支持下，四天內聚集了超過三百多名旅英臺生與臺僑，由三太子

領頭，在倫敦市中心高喊臺灣，並以千奇百怪的各種方式秀出國旗；至於其他地

區無法前往倫敦的臺生臺僑們，也在各地舉行了小型的愛國活動。43
 

    至於最近一次「反媒體壟斷運動」，則是在 2012年年底傳出旺中集團即將併

購壹傳媒之聽聞後火速展開。 

    當國內大學生沸沸揚揚地成立了反媒體巨獸青年聯盟，人在海外的旅英臺生

們也不例外，迅速成立了反媒體壟斷英倫陣線（UK for Taiwan Media Freedom，

簡稱「英倫陣線」）。 

                                                      
42

 London Evening Standard是一份自 1827年開始發行的報紙，歷史悠久。該報在 2009

年轉成免費爆性質，提供地鐵站、火車站的人潮取用，發行量十分大。 
43

 國旗出現的日期是 2012年 7月 20日，24日被取下，26日換上中華臺北奧運旗，而

遊行抗議活動則舉辦在 7月 30日。另外關於此次國旗事件的遊行影片可見 https：

//www.youtube.com/watch?v=gO98FwE-duk （線上檢索日期：2013年 5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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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波的行動在 2013年 1月 18日於倫敦大學亞非學院進行，參加的臺生們

以噤聲、躺下的方式來象徵臺灣新聞自由的瀕臨死亡；雖然原本估計破百的抗議

人數受下雪影響只剩下三十多人，但仍然引起了 BBC 等媒體前往採訪。緊接著

在 1月 30日，「英倫陣線」又透過亞非學院的臺灣研究中心舉辦了一場題為「媒

體集中化與臺灣民主的危機（Concertration of Media Ownership and the Threat to 

Democracy in Taiwan）」的英文公共論壇，不僅邀請了多位知名學者參加。44
    

BBC 中文網也進行了專題訪問。根據筆者當天目測觀察，現場參與者應超過百

人，不論座位、走道上都坐滿了人，還有不少人是站在會場外面聽完全程的，回

應熱烈。 

    乍看之下，雖然單就筆者個人的兩度旅英經驗來看，旅英臺灣人群體力量的

成長，並不能算是一個完全客觀的評斷，但隨著臺生數量的不斷上升，再加上近

年臺生、臺僑團體的增加、以及英國境內各類臺灣文化抑或政治相關活動的出

現，「英國臺灣人」的可見度確實呈現了不斷提昇的態勢。45
  

    英國臺灣人群體力量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自然是受惠於科技進步之便，畢

竟少了便捷的網路技術，散布在各地的臺生、臺僑們也無法密切地保持連結；但

反過來說，若旅英風潮不曾發生，臺生人數也一直維持 1989 年以前的額量，僅

管臺生得以透過發達的科技凝聚力量，其力度也不太可能造成太顯著的影響。 

    另外，若僅就臺僑而言，雖然在數量上不比臺生，但透過在各類場合中與臺

生群體的共同進退，不僅顯示出旅英臺僑與臺生之間的密切連結，同時也映證了

即使疑居他處、歸化入籍，仍然熱烈參與並響應母國事物的跨國特質。 

    由此，自 1980 年代晚期以來開始高度發展的旅英活動，在經過近二十年緩

慢的累積，旅英臺灣人群體似乎已然形成了一股由散漫到逐漸成熟的新興力量；

平常他們可能各自為政，然而一旦遇到關鍵時刻，他們往往能夠迅速而機動地共

                                                      
44

 與會的學者中，有兩名即是臺僑，他們皆是在英國取得學位後決定留下發展。 
45

 除了上述活動外，2009年開始，倫敦開始舉辦每年一度的「臺灣電影節(Taiwan 

Cinefest)」；而自 2012年開始，里茲大學的臺灣學生會也開始籌辦「臺灣文化節」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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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對外做出回應，即使在現階段的群體規模上，尚未能與諸如美國臺灣人社群比

擬，但已是一個不容忽視的海外華人實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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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6  2012年 7月 30日 倫敦奧運國旗事件遊行現場一角 

（資料來源：感謝攝影者 Soren Wang協助提供） 

 

 

圖 5-7  2012年 7月 30日 倫敦奧運國旗事件遊行現場外國媒體採訪 

（資料來源：感謝攝影者 Soren Wang協助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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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第六章第六章第六章  結論與研究限制結論與研究限制結論與研究限制結論與研究限制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在我國近代發展史上，留學教育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留學生歸國後也為

國家的現代化歷程做出了重要貢獻，自十九世紀中葉起始以來，至今已歷一百六

十多年。在留學教育研究中，因為人數比例問題，向來以留美、留日蔚為主流，

至於留英活動，雖然開端並不算晚，也獨具特色，卻鮮少引起學界的關注。 

 

    在清末，留英學生的主體以海軍學生為主，參雜著少量的其他學科學生；同

時，來自東南亞英國海外殖民地的華僑子弟，也陸陸續續前往英國求學。然而，

當留英活動開始逐漸奠定根基之際，受整體大環境影響，在動盪不安的二十世紀

前半，留英活動屢受波折，留英學生也面臨了經費維持等各類挑戰。1949 年中

國政權轉移後，基於民國政府遷臺早期的百廢待舉，留學規範主要仍依循著舊有

章程。隨著建設臺灣腳步的加速，政府對於人才的需求愈發強烈，留學人數也不

斷增加，故在 1970 年代以前，對於留學活動的規範採取逐步放寬的態度。1970

年代初期，由於大批留學生滯美不歸，臺灣政府開始正視人才外流的潛在危機，

並推出一系列補救措施，除了對留學規程新增限制外，也透過輔導留學生歸國方

案的種種優惠，吸引學子返國服務。不過，政府對於留學活動的控管，並未持續

太久的時間，因為在 1970 年代後期緊接而來的臺灣整體產業高速起飛，以往滯

外不歸的留學生開始願意回流，而當留學生移民現象逐步減輕的同時，更多的家

庭也逐漸有足夠的經濟能力負擔子女出國求學。在市場需求的促使下，政府對於

留學活動的經營，自此朝向不斷寬鬆的方向發展。 

 



臺灣旅英留學生移民動機與社群發展之研究(1989-2012) 

 

 

110

    1989年教育部取消「自費留學須經教育部核准」條款之舉，是 1980年代以

後留學活動最關鍵的分水嶺；在此之後，留學活動不僅立刻有了極高度的成長，

在型態上也有了深刻的轉變。英國作為一個以往例年留學人數不破三位數的冷僻

留學國，迅速突破過去「美國獨霸、日本次之」的局面，在五年內取代日本，成

為臺灣學生第二熱門的留學國選項，此後更維持了長達將近二十年的成長，並在

2000年至 2008年間發展至高峰，每年吸引將近萬名臺灣學生前往就學。然而，

旅英臺生迅速竄起的現象，並非僅由國內環境與政策的變革即可解釋，同時也須

連結英國自 1980 年代展開的高等教育國際化歷程合併探討。在保守黨政府抽撤

大專院校經費的措施下，大學被迫開始向國際學生收取全額學費，進而促使校方

開始轉以市場機制的角度來經營大學，在多加開設國際學生喜愛課程的同時，也

致力於提升大學的全球排名，成功地吸引了大批國際學生前往英國求學，將英國

高等教育帶向一個更高度國際化的層面。 

 

    儘管旅英臺灣學生屬於一個教近期而變化劇烈的新興社會現象，但學界的探

討度卻極低，嚴格說來幾乎沒有什麼針對性的研究論述。至於筆者本身，也是於

2004 年偶然下前往英國後，才訝異的發現臺灣學生的人數比想像中多出許多，

身邊亦有不少臺灣同學透露出想留在英國發展的想法。然而，對於這些想留下來

的人究竟該以個案解讀？抑或代表了一個發展中的趨勢？他們在留下來後又會

有著什麼樣的經歷？關於這些問題，僅在單一院校、狹小的臺灣學生圈子中畢竟

是無法釐清的，但也就此在筆者心中埋下了想要更進一步理解 1989 年後旅英臺

生相關議題的伏筆。 

 

    由於針對性材料與文獻的缺乏，在研究的最初，無法避免的必須借鏡其他留

學國的留學生研究，而留美學生的探討則提供了相對豐富的學術資源。留學活動

在乍觀之下雖然應該屬於短期人口移動的現象，但表現在留美臺灣學生身上卻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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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成了移民活動的墊腳石，因此從留美學生轉換為美籍華人的聽聞十分普遍。雖

然隨著臺灣的經濟發展，滯美不歸的現象早已不如 1980 年代以前嚴重，但不論

是受臺灣社會長久以來對「洋學歷」與「雙重國籍」某種程度上的刻板崇拜之影

響，抑或純粹的因緣際會，都持續有一定比例的群體透過留學而最終踏上了移民

的道路。由此，筆者在假定留英學生與早期留美學生有著相似外移動機的前提

下，推測隨著旅英臺生人數的增加，英國臺灣僑民的群體也可能為之擴大；經由

文獻蒐集、問卷與訪談，逐步檢視 1989 年後旅英臺灣學生的群體特質，他們的

外移動機，以及從留學生變身英國華人的經驗歷程。 

 

    本研究的重心之一在旅英臺生外移動機的檢驗，因此必須透過移民研究的角

度來進行論述。基於當代移民網絡的多元及複雜性，筆者選擇以跨國主義的理論

框架作為探討依據，而在多份跨國主義學者的研究中，近年來在東亞地區（尤其

香港），確實有許多群體受教育動機促發，認為國外學歷是擺脫本地學術通膨窘

境、因應政經變化、並且更有效累積自身文化資本的策略，進而成就了跨國移民

的實質行為。由此，筆者假設旅英臺生同樣是基於 1990 年代以來臺灣因廣設大

學所引發的學術通膨效應，再加上自 1990 年代晚期便每況愈下的經濟環境，才

紛紛出走。但是，在此兩點之外，「自我實現的需求」也被視為激發臺生出國留

學的假設動機之一。 

 

    在此三項臺生出走動機的假設基礎下，透過各式材料的蒐集與解讀，筆者發

現 1989 後旅英臺生現象，確實受學術通膨與經濟環境影響甚深。雖然絕大多數

的受訪者都曾在臺灣大專院校取得學位，但卻認為在職場上仍有競爭力不足的憂

慮，故選擇出國留學以累積自身文化資本。另外，也有極高比例的受訪者反應，

是為了追求人生經驗而出國留學，套用一句流行術語，即是所謂的「壯學」― 「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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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加「留學」。1
 由此，在臺生萌生留學動機的早期，往往並未抱持著明顯的

移民意念，而是隨著對國外環境的逐漸適應，才開始產生移民的念頭。 

 

    其次，在留學國的選擇上，有最大比例的臺生是因為英制學位耗時較短、較

符合經濟效應這樣的實際層面來考量。不過也有部分臺生反應，英國大學的世界

排名、可去歐洲旅行的誘惑、甚至可申請 PSW簽證等因素，都影響了他們選擇

留學英國的決定。在留學期間，臺生對英國高等教育的評價普遍上是褒多於貶

的，並且有最多臺生表示英國教育「思重於學」的強調就臺灣學生來說是很特別

的，在經歷了留學階段，也有超過七成的臺生開始產生畢業後留在英國發展的想

法。然而，旅英臺生要能順利在英國留下，除了必須面對英國內部社會以及就業

市場等種種議題，還有來自移民法令的挑戰。 

 

    英國移民政策變化極快，在條例細節上不僅每隔一陣時日便推陳出新，還會

隨著執政政黨的交替而寬鬆或緊縮。在 1997年至 2010年工黨執政期間，對國際

學生態度較為友善，透過一系列為國際學生量身打造的移民方案，企圖為英國留

下優秀的技術人才，而在此期間，恰好也是旅英臺生額量的最高峰。雖然目前並

沒有確切的統據數據可以證明，到底有多少比例的旅英臺生是在這個階段轉變成

為英國臺僑，但臺僑人數確實是在這段時間有了較明顯的成長，在不包含留學生

額量的前提下，已從 1991年的一千多人成長到 2011年六千多人。而透過臺僑團

體的活動觀察，英國臺僑社群的確也在此時間開始有了比較積極的活動，例如在

1995年成立的英國臺灣協會、1996年的英國臺灣僑民協會、2000年開始的歷年

倫敦臺灣小吃節、2000年設立的英國臺灣商會暨青年商會以及 2002年成立的英

國臺灣婦女會等等，都是在這個階段開始運作，而 2009 年更出現了首批英國臺

                                                      
1
 許多歐洲學生進入大學或職場之前，會利用一整年的「空檔年（Gap Year）」出國進行

「壯遊（The Grand Tour）」，以在踏入正式人生階段前體驗各國風土民情。而到海外打

工度假或是自助旅行都是壯遊的一種。近年來，在臺灣青年族群間，壯遊也逐漸風行。

而「壯學」的說法，參見臺灣查某（2010：7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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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組團回國」拜訪僑委會的新聞。2
 同時，各式依附網路而生的社群，如 2001

年開始的 Hello UK論壇和同年設立 PTT英國留學討論區等，也都大致在此時段

開始興起，其他大大小小透過更種網路平臺所設立的英國各校同學會、私人團體

組織等更是不計其數。因此，筆者推測英國臺僑人數增加的來源很可能便是旅英

臺生；更進一步來說，與以往留美學生有所迴異之處在於，1989 年後旅英臺生

雖然並非為了移民而留學，但確實有不少人是因為留學而移民。 

 

    相較於 1989 年以前的低存在感，旅英臺生與臺僑群體在經過二十年來漫長

的累積，似乎已然形成了一股活躍而強勢的力量，並且清楚地將這股力量反應在

各種時事上。譬如 2009年 4月，臺僑團體曾聯合留學生一同在海德公園（Hyde 

Park）發起推動臺灣加入世界衛生組織；2012年夏季的倫敦奧運，在原本高掛於

倫敦最熱鬧攝政街商圈的中華民國國旗受中共壓力被移除後，三百多位旅英臺灣

人隨即跟著領頭的電音三太子，高舉著國旗與標語在倫敦市中心唱國歌、遊行抗

議；而當 2013 年初國內為了反媒體壟斷一案爭論不休之際，臺生們也迅速地組

織了「反媒體壟斷英倫陣線」，並邀請多位知名學者於倫敦大學亞非學院舉行公

共論壇，不僅吸引了大批聽眾參與，BBC 中文網也對之進行專訪。這些事例，

都深刻反映了今日旅英臺灣人群體機動性的崛起與成長。 

 

    回顧本研究問卷調查中已完成學位並直接返臺的 21 名臺生中，有近五成的

受訪者表達了未來有再度出國的想法。而對於成功留在英國發展的受訪者，作為

英國整體華社中的一個小群體，他們與其他華人團體聯繫卻堪稱薄弱；在部分個

案中，他們甚至反應了刻意地與其他華人保持距離的情緒。臺僑與其他華人團體

的疏離現象，筆者歸結主要受科技進步與東西價值衝擊所致。受惠於現今發達的

                                                      
2
 關於 2009年英國臺僑首次組團回國的新聞，見中央通訊社報導 http：

//www.cna.com.tw/postwrite/Detail/39600.aspx#.US9BEqK8B8M（線上檢索日期：2012年

6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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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技術，臺僑不僅得以和故鄉的親友保持緊密聯繫，也能跨國處理業務，活耀

於具備共同專業語言的團體中，已充份滿足了個人的社交需求。再者，在長期受

到英國主流價值的薰陶下，部分的個人觀念也或多或少逐漸產生變化，當這樣的

混和式新生價值與較傳統華人價值互相碰觸，便很容易形成矛盾而互不投機，正

好符合今日跨國華人群體雖多元，卻也因為其來源背景的複雜性而導致、彼此間

卻鮮少往來的情況。 

 

    其次，在全數訪談受訪者中，所有臺僑都正準備抑或已經取得英國國籍，但

也同時都保留了臺灣國籍的身分。對於他們來說，取得英國國籍在很大程度上是

基於便利性的考量，是「彈性公民權」的實踐，並非對臺灣認同感的消彌。更確

切一點來看，他們的認同是融合式的，是兩方兼具而互不衝突的。臺灣是家，英

國也是家，只是兩者之間孰輕孰重往往因人而異。在這樣的發展過程中，可以想

見的是國族意識逐漸模糊，愈發趨向「自身活動的空間」的「非地域性認同觀」，

反應在臺僑的移動模式上，則取代了過去一元二元、而呈現多元的移動傾向。雖

然目前定居英國，但並不代表就會就此永久停留，而是逐「機會」而居，一切都

有極大的彈性，但不論身處何方，都會和原鄉保持著緊密的網絡。反觀，正也因

為臺僑的多維多元，隨著在海外的時間越久，他們在對英國／西方文化愈發熟悉

的同時，一張參雜混合了東西兩方價值意識、「第三文化」的「意義之網」也在

他們的群體中編織而生，並且不斷擴大。在這張擴張中的意義之網下，他們得以

悠遊原鄉與異鄉，處處為家，但也因為這張意義之網，原鄉與異鄉都再也不是最

完美的家。 

 

    在知名旅美、旅英留學生作家趙國材《劍河煙雨》一篇題為〈留學〉的作品

中，他引用一名女留學生的說法描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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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美一年，歷盡艱辛……第二個學期的免學費上為著落……住在一間潮

濕、黝黑的地下室，每天步行四十分鐘返校，即使在刮寒風下大雪的日子裡，

我仍穿著一件黑色古老的大衣……走那漫漫長長的雪路。」 

 

    趙國材教授又繼續寫道： 

 

      ｢世界上無了母親，大概已經沒有人知道我們的蹤跡，也沒有人記得我們

的容貌和聲音了。｣ 

 

    相較於趙國材筆下那 1980 年代以前孤寂、失根的留學生形象，本研究中的

旅英臺生與臺僑群體已呈現了全然不同的面貌與生氣。他們不再是失根的一群，

事實上，他們早已不再也不需糾結於落葉歸根抑或落地生根之間。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研究限制與未來研究建議研究限制與未來研究建議研究限制與未來研究建議研究限制與未來研究建議 

 

    回顧 1989 年以後的旅英臺灣學生發展，以及自留學生身分轉變成為英國臺

僑的群體，可以發現作為移民第一代的他們確實具備了明顯的跨國華人色彩。    

然而，基於研究題材屬於「發展中」的現象，又與政經情勢息息相關，很多材料

也就相對具有時效性。例如，在移民政策上，於論文撰寫的同時，重掌政權的保

守黨政府甫上台便迅速地廢除了 PSW簽證管道，摧毀了過去十載中工黨政府為

國際學生所鋪設的移民管道；又如在旅英臺生的人次消長上，在 2008 年突然一

反以往長期成長的趨勢，陡然驟降，首先從近萬人次跌至低於六千，2009至 2010

年間更跌至三千多人次。對於這個趨勢，透過受訪者的主觀意見，有些人認為是

因為英國大學學費不斷調漲，臺生轉移到紐澳加等其他國家，有些人歸罪於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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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金融海嘯讓許多人無法負擔出國費用，也有些人認為是受到英國移民政策緊

縮的影響。然而不論是學費調漲抑或是移民政策變更，都是最近幾年的新發展。

在此同時，國內媒體也不約而同地出現多篇關於臺灣留學人數減少可能造成人才

斷層的報導。3
 關於 2008 年之後的旅英人數暴跌現象，目前處於持續發展的階

段，未來旅英人數是否會持續降低抑或反彈？都還有待觀察，因此必須密切關注

之後的走向，才能較客觀的進行解釋。 

 

    其次是研究效度的問題。作為一位研究者，筆者和所針對的研究對象群體有

許多共同之處。筆者曾在 2005年前往英國求學，之後返回臺灣，2011年又再度

以伴讀身份前往英國。因為曾經的英國求學經驗，不可避免的在研究議題上會受

到個人主觀意識影響而產生許多既定設想，但可能正也因為與旅英臺生的共同經

歷，在研究過程中更容易對於受訪者的經驗感同身受而有所啟發。 

 

    在研究的推廣度層面，本文雖將範圍界定於 1989 年的旅英臺灣留學生，至

2013 年為止橫跨了二十多年的時間。二十年在歷史的洪流中自然並不算長，但

以碩論程度的框架而言也不算是一個太短的研究時段，故在受訪者的選擇上，當

將此二十年再進而劃分為更小區段，並且每個區段都有符合條件的受訪者最為理

想。然而在實際操作的過程中，筆者發現以自身資源人脈實在難以找到較早期

（1990年代前期）的樣本，在所有訪談受訪者中，唯有一位是在 1997年前往英

國，其他均是於 2000 年後才抵達者。前期時段樣本的缺乏，筆者自認實為本研

                                                      
3
 如〈人才危機  朱敬一：留學人數減少等因素所致〉，參見自 http：

//news.rti.org.tw/index_newsContent.aspx?nid=369881（線上檢索日期： 2012年 12月 11

日）。〈志趣轉變，臺灣留學生減少〉，參見自 

http：//www.cna.com.tw/News/aEDU/201211080425-1.aspx（線上檢索日期：2012年 12

月 11日)（）。 

以及〈留學政策緊縮，英國唸書門檻提高〉，參見自 

http：//www.nownews.com/2012/03/21/11490-2796718.htm（線上檢索日期：2012年 12

月 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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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的一大侷限。 

 

    另一個筆者在研究過程中發現的問題，同樣也與受訪者樣本有關。第二階段

接受深入訪談的 17 位臺僑中，有不少人是透過滾雪球抽樣法所接觸的，而滾雪

球抽樣法的缺點之一便是基於人們物以類聚的特性而容易得到性質過於相近的

樣本群體，例如本研究中訪談受訪者中以女性居多、旅英年數相仿、與非臺籍人

士通婚交往的比例也偏高，很可能便是因為這個緣故。而在所回收的問卷有效樣

本中，已畢業者為 31位，其中僅有 10位決定留在英國，若將此 10位與接受深

入訪談之 17位合併，本研究中所接觸留在英國發展的臺生量額為 27位。當然，

就研究推廣度而言，自然不能說因為這 27 位臺灣學生的調查結果就代表全體

1989 後旅英臺生也一定呈現了同樣的面向，畢竟本研究涉及了不少個人意志的

抉擇過程，而每個人的際遇也不可能全然相同，但仍希望能對類似的案例或相關

研究提供一些可能的分享與解釋。 

 

    再者，由於跨國理論仍是一個高度分割的領域，在結構上也尚存許多有待探

討之處。但正如同在本研究第一章引用之 Portes（2003）所言，沒有任何一個移

民理論能面面俱到地涵括移民活動的所有面向與問題，故應透過具體實證研究，

來對個別問題進行詮釋。隨著臺英雙方關係不斷密切──英國是臺灣在歐洲第三

大貿易夥伴，近年臺灣電子產業外銷英國也頗有斬獲，而 2010 年更對臺開放臺

灣青年前往英國打工度假兩年的「臺英青年交流計畫（Youth Mobility Scheme, 

YMS）」，都意味著未來臺英之間人口流動進一步變化的可能，值得持續觀察。4
  

 

                                                      
4
 例如筆者近期便親身接觸了兩位持 YMS簽證來英國工作的臺灣青年，他們都表達了

日後簽證到期，可能會透過申請學生簽證抑或設法轉換為正式工作簽證而繼續留在英國

的想法。關於更多 YMS細節，見外交部網站 http：

//www.mofa.gov.tw/Official/Home/File/?opno=90201e45-3c36-4537-9a0e-92c9b6415ca2（線

上檢索日期：2012年 6月 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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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由於人口量的相對稀少，歐洲華人的研究領域對比於東南亞或北美等

地區向來就顯得缺乏關注；至於臺僑研究，也同樣地偏重於上述二地。筆者也是

在研究的過程中，才逐漸對於近年來英國臺灣人團體力量之成長有所發現，但礙

於研究時限，並無法和這些團體進行實質接觸。因此在未來相關研究上，筆者認

為，研究者可進一步對各英國臺僑團體組織進行查訪，以釐清英國臺僑的各種面

向。而在研究議題的選擇上，不論是旅英臺生、臺僑的持續發展、臺僑和其他英

國華人群體的連結與比較，甚至將研究範圍放大至整體英國華社以及歐洲華社，

都是目前開發度不足而值得耕耘的切入點，有待實體案例的檢驗。筆者在研究過

程中，便曾多度為了針對性文獻素材的稀少，時而感到力不從心，因此期望有志

者能投入歐洲華人研究領域，在均衡區域華人研究比重之餘，也能更豐富充實相

關學術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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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附錄一附錄一附錄一：：：：問卷問卷問卷問卷 

 

 問卷編號: 

 填寫日期: 

     

    自 1980 年代末期以來，英國便在短期內竄起並成為最受臺灣學生歡迎的

留學地點之一，每年赴英求學的人數也不斷攀升。然而，目前國內針對旅英臺

灣留學生所進行的研究仍屬貧乏，故本問卷乃是為了解近年來旅英留學生現況

而設計，請針對問題開放作答。為避免重複敘述，煩請先瀏覽問卷一遍。 

 

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臺師大應華系僑教與海外華人研究組  研究生王若萱 

 

 

第一部份 

1) 年齡 2) 性別 3) 婚姻狀況 

 男□     女□ 單身□     已婚□ 

4) 臺灣居住地 (縣市) 

 

5) 臺灣最高學歷 (請填寫學校、科系名與學位) 

 

 

6) 留學英國前，在台是否有工作經驗？ 

(如有請說明工作類別與工作年資)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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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7) 英國就讀/畢業學校科系 

(請填寫校名、科系名與所攻讀之學位) 

 

 

8) 留學經費來源 

(若選擇其他，請補充經費來源) 

公費□        自費□         留學貸款□       英國大學獎學金□ 

其他□: 

第二部份 

9) 留學動機 

 

 

10) 為何選擇留學英國？ 

 

 

11) 請描述您對英國高等教育(大學以上)的想法、感覺並解釋原因 

 

 

12) 請問您是否曾考慮留在英國發展，請勾選並解釋原因 

是□ : 

否□ : 

13) 請問您認為臺灣學生若欲在英國發展可能遭遇哪些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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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份 

� 若為首度赴英且目前仍在學者，請跳至第四部份繼續作答。 

� 若為已畢業且返台工作者，請跳至第(15)題作答，之後續答第四部份。 

� 若為已畢業且已於英國(或計畫留在英國)就業者，請跳至第(16)題作答，之後續答第四部份。 

� 若有兩次以上長期旅英經驗者(每次一年以上)，請跳至第(17)題作答，之後續答第四部份。 

15) 

 

已

畢

業

且

已

返

台

者 

a) 目前從事何種工作？  (若待業中請填寫「待業中」) 

 

 

b) 英國留學經驗對於您在回台就業上是否有所幫助？ 請詳述原因。 

 

 

c) 未來是否有再度前往英國或其他國家進修或工作的打算？ 

請詳述欲原因與欲前往之國家。 

是□ : 

否□ : 

16) 

 

已

畢

業

且

已

在

英

a) 目前從事何種工作？  (若待業中請填寫「待業中」) 

 

b) 目前工作是否與所學契合？  請詳述原因。 

是□ : 

否□ : 

c) 是否有入籍英國的打算？ 請詳述原因。 

是□ : 

否□ : 

d) 未來是否有回台發展的打算？ 請詳述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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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計

畫

於

英

發

展

者 

是□ : 

否□ : 

17) 

兩

次

以

上

旅

英

經

驗

者

兩

次

以

上

旅

英

經

a) 請列出歷年旅英時間長短與原因 

次數 時間長度 旅英原因 

第 1 次   

第 2 次   

第 3 次   

第 4 次   

第 5 次   

第 6 次   

b) 請問您目前定居何處？ 

 

 

c) 請問您目前的就業/就學狀況？  

 

 

d) 是否有入籍英國的打算？ 請詳述原因。 

是□ : 

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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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

者 

第四部份 

18) 請問您是否曾加入或參與英國的臺灣留學生團體、華人社團或當地華人團體

活動？  (如有，請說明團體組織名稱 / 若無，請說明為何未曾參與接觸) 

是□ : 

否□ : 

19) 請問臺灣留學生團體/當地華人團體對您的留學生活有何影響或幫助？ 

 

 

20) 請問您對於「落葉歸根」觀念的看法。 

 

 

 

� 謝謝您協助完成此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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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附錄二附錄二附錄二：：：：深入訪談大綱深入訪談大綱深入訪談大綱深入訪談大綱 

 

 

� 前置作業： 

１．說明訪談目的。 

２．說明受訪者在研究中的權益與保護，並取得受訪者接受訪問／錄音之口頭    

    同意。 

 

 

� 訪談問題： 

 

１．請簡單自我介紹。 

    1) 在英國居留時間。 

    2) 前往英國原因。 

    3) 學經歷。 

 

２．當初為何選擇來英國留學？ 

    1) 英國是否是唯一的海外留學經驗？ 

    2) 是否曾考慮過美國？ 

 

３．在出國留學前有沒有想過移民？ 

    1) 是否曾有移民經驗。 

    2) 對於移民的想法。 

 

４．為何選擇留在英國？ 

    1) 在學時，其他臺灣同學考慮留在英國發展的比例。 

    2) 目前居留身分。 

    3) 若未入籍，是否考慮歸化入籍？ 

    4) 主觀評斷自己對英國主流社會的融入度。 

 

５．英國生活。 

    1) 在學經驗。對英國高等教育的感受。 

       2) 生活經驗。跟臺灣的親友如何保持聯繫？回臺灣的頻率。 

    3) 是否有參與其他華人(含臺灣人)的社團或活動？積極程度？ 

       對生活的影響？ 

   4) 在英國的工作經驗。英國的工作與臺灣有無任何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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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關於認同。 

1) 對於臺灣的認同。 

2) 對於英國的認同。 

3) 入籍與認同兩者之間。 

 

７．對於未來的規劃。 

    1) 是否考慮搬回臺灣？ 

    2) 是否考慮移向其他國家？ 

    3) 對於落葉歸根的想法。 

 

８．對於 2008年後旅英臺灣學生人數大減。 

    1) 主觀判斷旅英人數減少的緣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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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附錄三附錄三附錄三：：：：留英大事記留英大事記留英大事記留英大事記（（（（1989-2012））））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大大大大  事事事事  記記記記 

1989 臺灣教育部取消自費留學需經教育部核准規定。 

1989 旅英臺灣學生人數開始大幅成長。 

1989 英國與澳洲合作研發雅思學術英語考試。 

1989 「英國貿易促進會（Anglo-Taiwan Trade Committee）」成立在臺簽

證組。 

1992 「自由中國中心（Free Chinese Centre）」更名為「駐英國臺北代表

處（Taipei Representative Office in the U. K）」。 

1993 英於臺灣成立輔導臺生申請英國大專院校之機構 UKEAS。 

1993 「英國貿易促進會」更名為「英國貿易文化辦事處（British Trade 

and Cultural Office, BTCO）」。 

1993 留英臺灣學生人數首度超越留日人數，英國成為臺灣學生第二熱

門之留學國。 

1995 第一個強調臺灣之名的臺僑社團「英國臺灣（僑民）協會（簡稱

英臺協會）」成立，並加入歐洲臺灣協會聯合會。相較下，歐洲其

他臺僑團體比英國早了約二十年。 

1996 英國文化協會（British Council）於臺設點，全力推行英國留學。 

1997 《狄林報告（Dearing Report）》發表。 

1999 英國首相布萊爾（Tony Blaire）提出《首相提議（Prime Minister’s 

Initiative, PMI）》計畫堅定英國高等教育繼續國際化的目標。 

2000 僑委會輔導英國臺商於倫敦成立｢英格蘭臺灣商會暨青年商會｣。 

2000 第一屆倫敦臺灣小吃節。 

2002 英國臺灣婦女會成立。 

2003 教育部通過｢留學獎學金｣申請方案。 

2003 第一屆臺灣旅英各界運動園遊會。 

2004 臺灣民間銀行開始提供留學貸款業務。 

2004 英國國境局（UK Border Agency）發布 The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Scheme（SEGS）章程，允許特定理工科目國際生在畢業後提出申

請，取得居留權。 

2005 教育部擴增留學計畫獎學金，增加菁英留學專案。 

2005 臺英簽署「教育合作備忘錄」推動各類教育交流與合作。 

2006 英國國境局提出 International Graduate Scheme（IGS）並取代 SEGS

章程，放寬原本對 SEGS章程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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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英政府更正式開始實施移民計分制度（Points-based Immigration 

System, PBS）。 

2006 教育部推動｢學海惜珠清寒獎學金｣協助低收入戶學生出國留學。 

2007 教育部推動｢學海計畫｣補助大專生出國進修。 

2007 國科會推動｢千里馬計畫｣補助博士生出國進修。 

2008 英政府通過 PSW簽證（結業後工作簽證）。 

2009 英國通過中華民國護照持有人旅英不逾 6個月非工作免簽待遇。 

2011 英國移民顧問委員會（Migration Advisory Committee, MAC）宣布

將建議對高技術移民設下年薪 35,000英鎊的移民資格門檻。 

2011 臺英國簽署「臺英青年交流計畫（Youth Mobility Scheme, YMS）」

之打工渡假方案。 

2012 英政府取消 PSW簽證條例，並頒布「應屆畢業生創業者途徑

(Graduate Entrepreneur，GE)」作為替代方案。 

2012 中華民旅英同學總會於倫敦舉辦首次｢英國與歐洲臺灣同學會會

長聯席會議｣，增進留歐學子互動機會。 

2012 旅英臺灣留學生抗議｢倫敦奧運國旗撤換事件｣抗議遊行。 

2012 旅英臺灣留學生｢反旺中媒體壟斷爭議｣活動。 

筆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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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附錄四附錄四附錄四：：：：問卷問卷問卷問卷樣本樣本樣本樣本 

 

 問卷編號: 002 

 填寫日期:  2011/11/5 

 

第一部份 

14) 年齡 15) 性別 16) 婚姻狀況 

31-40 男□     女■ 單身■     已婚□ 

17) 臺灣居住地 (縣市) 

宜蘭 

18) 臺灣最高學歷 (請填寫學校、科系名與學位) 

輔仁大學企管系學士 

19) 留學英國前，在台是否有工作經驗？ 

(如有請說明工作類別與工作年資) 

否□ 

是■: 廣告行銷業五年 

20) 英國就讀/畢業學校科系 

(請填寫校名、科系名與所攻讀之學位) 

MS in Management, University of London 

21) 留學經費來源 

(若選擇其他，請補充經費來源) 

公費□        自費□         留學貸款■      英國大學獎學金□ 

其他□: 

第二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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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留學動機 

讓自己更有競爭力 

23) 為何選擇留學英國？ 

修業年限比較短 

24) 請描述您對英國高等教育(大學以上)的想法、感覺並解釋原因 

想法跟台灣很不一樣，台灣教育偏向黑白分明，英國偏向辯論 

25) 請問您是否曾考慮留在英國發展，請勾選並解釋原因 

是■ : 有工作就會留下來 

否□ : 

26) 請問您認為臺灣學生若欲在英國發展可能遭遇哪些困難？ 

在英國的外國人都很難有好的 promotion 

第三部份 

� 若為首度赴英且目前仍在學者，請跳至第四部份繼續作答。 

� 若為已畢業且返台工作者，請跳至第(15)題作答，之後續答第四部份。 

� 若為已畢業且已於英國(或計畫留在英國)就業者，請跳至第(16)題作答，之後續答第四部份。 

� 若有兩次以上長期旅英經驗者(每次一年以上)，請跳至第(17)題作答，之後續答第四部份。 

15) 

 

已

畢

業

且

已

返

d) 目前從事何種工作？  (若待業中請填寫「待業中」) 

 

 

e) 英國留學經驗對於您在回台就業上是否有所幫助？ 請詳述原因。 

 

 

f) 未來是否有再度前往英國或其他國家進修或工作的打算？ 

請詳述欲原因與欲前往之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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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者 

是□ : 

否□ : 

16) 

 

已

畢

業

且

已

在

英

或

計

畫

於

英

發

展

者 

e) 目前從事何種工作？  (若待業中請填寫「待業中」) 

華語教學 

f) 目前工作是否與所學契合？  請詳述原因。 

是□ : 

否■ : 非契合，賺點工作經驗和生活費 

g) 是否有入籍英國的打算？ 請詳述原因。 

是■ : 如果男友娶我就入籍，不結婚就不入籍 

否□ : 

h) 未來是否有回台發展的打算？ 請詳述原因。 

是□ : 

否■ : 不會，對台灣工作環境很不滿意 

17) 

兩

次

以

上

旅

e) 請列出歷年旅英時間長短與原因 

次數 時間長度 旅英原因 

第 1 次   

第 2 次   

第 3 次   

第 4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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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

經

驗

者

兩

次

以

上

旅

英

經

驗

者 

第 5 次   

第 6 次   

f) 請問您目前定居何處？ 

 

 

g) 請問您目前的就業/就學狀況？  

 

 

h) 是否有入籍英國的打算？ 請詳述原因。 

是□ : 

否□ : 

第四部份 

18) 請問您是否曾加入或參與英國的臺灣留學生團體、華人社團或當地華人團體

活動？  (如有，請說明團體組織名稱 / 若無，請說明為何未曾參與接觸) 

是□ : 

否■ : 不太熟，對活動不太有興趣 

19) 請問臺灣留學生團體/當地華人團體對您的留學生活有何影響或幫助？ 

很少接觸 

20) 請問您對於「落葉歸根」觀念的看法。 

全球都是我的家！若不用工作，就會住台灣 

 

 

� 謝謝您協助完成此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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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附錄附錄五五五五：：：：口訪逐字稿樣本口訪逐字稿樣本口訪逐字稿樣本口訪逐字稿樣本 

 

 

� 訪談受訪者編號: 017 

� 訪問日期: 2012年 4月 20日，8:30pm 

� 訪問方式: 透過 Skype 軟體訪談並錄音 

 

 

筆者： 是否能請你先簡單的自我介紹一下？ 比如說，你是在何時來到英

國？ 在英國多久了？ 學經歷背景等等…… 

017： 好。我是 2006 年過來的。剛來的時候是來唸碩士，一年之後畢業，

先回臺灣幾個月的時間，申請到 PSW簽證後又過來英國，再來就一

直在英國工作了。 

筆者： 所以你一開始是來英國念碩士，念的是什麼科系呢？ 

017： Marketing。 

筆者： 在臺灣的時候也是念商科嗎？ 

017： 不是喔! 我大學是念外文系的。 

筆者： 所以你是研究所才轉領域？ 

017： 對啊，在臺灣文科很難找工作，所以研究所想要換個跑道，就想辦法

申請到英國念商科。 

筆者： 那畢業後就決定留在英國工作了嗎？ 

017： 我有先回臺灣幾個月，拿到 PSW才又過來，之後找工作花了半年，

然後 PSW到期後公司再幫我轉成現在的工作簽證。 

筆者： 所以從 2006 年到現在……已經大概在英國……六年左右了？ 

017： 嗯……差不多快要六年沒錯。 

筆者： 好，謝謝你。接下來想請問你，當初為什麼會想要出國念書呢？ 

017： 就像我剛剛有提到，我大學是念外文的，現在文科在臺灣找工作真的

很難，就算找到了，薪水也很低，所以不管是我自己或者我爸媽都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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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應該要想辦法轉科系，那既然要繼續念，就乾脆出國念比較好。 

筆者： 為什麼會覺得出國念會比較好？ 

017： 這應該還蠻好理解的吧……畢竟在臺灣，大部分的人還是覺得國外的

學歷比臺灣的好吧……就像臺灣的大學裡大部分的教授幾乎都是在

國外拿博士的。 

筆者： 是指洋學歷比較吃香的意思嗎？ 

017： 對啊! 國外學歷在很多行業感覺上都比較好用。 

筆者： 了解。那當初有沒有想過去美國？ 因為講到留學，大部分的人都會

把美國當優先選項…… 

017： 美國……有想一下吧! 不過去美國很麻煩，除了托福還要考 GMAT，

我那時候實在不想準備，去英國就簡單很多，只要考雅思就好了，然

後英國碩士又只要念一年，比較省錢。 

筆者： 所以會選擇英國，是申請程序比較簡便、另外比較省錢的緣故囉？ 

017： 對，沒錯。 

筆者： 除了美國和英國，當初還有考慮其他國家嗎？ 

017： 沒有耶! 目前臺灣就留美跟留英的人最多，然後資訊也最豐富，所以

當初我只有考慮美國和英國。 

筆者： 謝謝。再來想請問你，在出國留學前，有沒有想過移民這件事？ 

017： 移民……沒有耶……你是說移民到英國嗎？ 

筆者： 不一定是英國，移民到任何國家都算。 

017： 嗯……我小時候曾經幻想過搬去美國，但是年紀越大就覺得，住在臺

灣也很好……我去念書以前，並沒有特別想到移民的事，那時候只想

趕快把書唸完，趕快回臺灣工作賺錢這樣。 

筆者： 那你會排斥移民這件事嗎？ 

017： 是也還好。如果移民可以讓生活變得更好，當然就會考慮移民啊! 

筆者： 那請問你是什麼時候才決定要移民英國？ 呃……不好意思，應該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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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說，請問你有想要拿英國公民嗎？ 

017： 有啊，我有想拿。  

筆者： 那你現在的居留資格是……工作簽嗎？ 

017： 對，工作簽證。我在等工作簽證滿五年後，再申請永居。 

筆者： 那請問你是什麼時候開始想要拿英國公民？ 

017： 差不多是在過來念書……半年多以後吧! 那時候我交了一個英國男朋

友，他也是商科的，然後我發現他的工作待遇跟福利真的比臺灣類似

的工作好很多，就覺得留下來工作也很好，可以多賺一點錢，然後兩

個人也不用遠距離(交往)，就開始想說要申請居留了。 

筆者： 你跟你的男友現在還有在交往嗎？ 

017： 沒有，我們分手很久了! 我學校還沒畢業以前就分手了! 

筆者： 所以分手後你還是決定要留在英國發展？ 

017： 對，我覺得這邊的工作環境很不錯，拿到公民以後生活也會很方便，

而且都已經待了蠻久的了，總之就先拿到公民再說。 

筆者： 那你現在有新的交往對象嗎？ 

017： 哈哈……有啊……我現在的男朋友，我們交往大概兩年多了吧! 

筆者： 現在這個男朋友是英國人嗎？ 

017： 不是耶，他是日本人，是我現在公司的同事。 

筆者： 所以是在工作時認識的？ 

017： 對。 

筆者： 你男朋友是用甚麼身分在英國居留？ 

017： 他現在也是工作簽證，不過他不會想要入籍，因為日本只承認單一國

籍，所以他可能拿永居就好了。 

筆者： 好，謝謝。接下來想請問你，你在念書時，身邊的臺灣同學多嗎？ 

017： 臺灣同學喔……算還可以吧! 我們那一年大概有十幾個，這樣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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嗎？ 哈哈…… 

筆者： 十幾個還不少喔! 這些同學畢業後有多少人還留在英國？ 

017： 很少! 只有我跟另外兩個人! 其中一個女生跟我一樣有去申請 PSW，

但是她簽證(PSW)到期後就回臺灣了。另外那個男生是留下來念博

士，現在好像還在英國做博士後…...嗯，應該就只剩我們兩個吧! 

筆者： 所以當時都沒有其他同學想要留在英國發展？ 

017： 其實大家有時候會討論一下，但是這邊的職場也是很競爭，你不只要

跟本地人競爭，還要跟其他國家的人競爭，比如說印度人啊、大陸人

之類的……所以說真的，要留下來也不是那麼簡單，可能你 PSW都

要過期了，還找不到 OK 的工作，就算找到工作了，也要看老闆要不

要幫你轉成工作簽。 

筆者： 所以其他的臺灣同學都覺得太困難了？ 

017： 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人都是覺得太難，但是我自己比較熟的同學，他

們有的是申請留學貸款出來的，所以根本不敢留下來賭，畢竟他們比

較有經濟壓力，如果找不到好的工作，就會很慘。 

筆者： 了解，謝謝。接下來想請問你，在英國生活的這幾年，如果讓你很主

觀的幫自己評分，你覺得你在融入英國主流社會的程度上，會幫自己

打幾分？ 最高是十分，最低一分。 

017： 融入主流社會……自己打分數嗎？ 

筆者： 對，從一到十分，十分最高。 

017： 這個很難說耶…… 

筆者： 沒關係，就用你的直覺打一個分數。 

017： 大概…….七分吧! 

筆者： 可以請你解釋一下為什麼打七分嗎？ 

017： 我覺得…….因為我大部分的時間都在公司，那我們公司其實英國人蠻

多的，下了班會一起出去的也很多都是英國人，所以……我覺得我還

算蠻融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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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 請問你們公司英國本地人跟外籍員工的比例是？ 

017： 大概一半一半吧! 

筆者： 所以你平常社交的朋友是英國本地人比較多嗎？ 

017： 嗯……英國人比較多一點，不過其他國家的人也不少啦! 

筆者： 那華人呢？ 你的華人朋友多嗎？ 

017： 你是說臺灣人嗎？ 

筆者： 不只是臺灣人，還有比如說大陸人、香港人、其他國家的華人之類

的…… 

017： 臺灣朋友是有一些，不過其他地方的華人就很少。我是有幾個大陸同

事啦，但是有點處不來，所以我很少跟他們有交集。 

筆者： 你平常會來往的臺灣朋友是怎麼認識的？ 

017： 就以前同校的同學、還有網路上認識的朋友…… 

筆者： 你會比較喜歡跟臺灣朋友、或者是其他華人的朋友在一起嗎？ 

017： 你是說只跟臺灣人或華人在一起嗎？ 

筆者： 不是只跟臺灣人或華人在一起，是你會不會特別喜歡跟他們交往？ 

畢竟都是講中文的，可能相處上會比較輕鬆…… 

017： 我覺得沒有什麼一定要跟臺灣人或華人在一起的必要……我是覺

得，連在臺灣要交到一個真正的好朋友都很難了，英國這邊的臺灣人

那麼少，要找到合得來的不就更難! 講白一點，我又不是英文爛到沒

辦法跟別人溝通，既然有辦法溝通又何必一定只跟講中文的混在一起

呢？ 

筆者： 所以你並不會特別跟臺灣人或其他華人親近？ 

017： 跟其他華人是不會特別親近，就都一樣啊！臺灣人可能多多少少還是

會稍微親近一點，畢竟都是臺灣人嘛!  

筆者： 所以對臺灣人還是會有差別嗎？ 

017： 多多少少吧！但也沒有真的會差很多，就是大家偶爾聚一聚，交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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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情報這樣。 

筆者： 交換情報是指？ 

017： 就是比如說什麼東西可以去哪裡買啊、一些新的簽證規定啊、或者要

海運東西回臺灣湊人數之類的…… 

筆者： 這些交流，對於你的日常生活影響大嗎？ 

017： 還好吧……畢竟平常我都在公司，比較常跟公司同事在一起，而且下

班後我的時間還要分給男朋友，其實也不是很有空…… 

筆者： 了解。請問你目前多久會回臺灣一次？ 

017： 通常是一年一次左右。如果是我自己買機票就是一年一次。 

筆者： 所以是有可能更常回去的意思嗎？ 

017： 如果我媽願意贊助的話，就可以多回去一次啊! 

筆者： 那你平常都怎麼跟臺灣的家人和朋友聯絡？ 

017： 都是打電話或者用網路聯絡吧！我最近找到一家新的電話卡超便宜

的，可以直接用手機打臺灣，一分鐘才 1P，非常非常便宜。 

筆者： 請問你現在的工作跟臺灣有任何的關係嗎？ 

017： 有，我們公司有很多產品是請亞洲的工廠代工的，其中有一家就是臺

灣的公司，所以我常常要負責跟他們聯絡。 

筆者： OK，了解。接下來想請問你，你覺得在英國住了這幾年後，你會部會

開始對英國有認同感？ 

017： 認同感喔……開始會有一點吧！畢竟在這裡住久了，一定會有感情

的！像我每次回臺灣，假如剛好新聞報導到英國什麼事情，別人就會

說，你們英國又怎麼樣了，那我也的確是會特別去注意那個消息；在

英國也是一樣啊，如果有臺灣的新聞，我同事一定會跑來跟我說。 

筆者： 所以已經開始會把英國當成家鄉了嗎？ 

017： 嗯……對啊！英國是我的第二故鄉吧！ 

筆者： 所以現在如果比較臺灣跟英國，你覺得你比較習慣哪一個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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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7： 這有點難回答……其實我自己都不知道。我好像應該要比較愛臺灣，

每次回到臺灣，當然有很多東西很好很方便，但是還是有很多地方讓

人想抱怨，可是回到英國，又覺得有很多地方比不上臺灣，忍不住又

要抱怨，講到最後，我媽都問我，這邊也不好那邊也不好，那你到底

要住哪裡才好？ 

筆者： 所以你想要拿英國公民，會不會是因為跟你對英國的認同感有關？ 

017： 嗯……我沒有想過，應該不算吧！我只是覺得拿了公民以後生活會比

較方便，也不用再一直擔心簽證的問題。 

筆者： 以後拿到公民後，你會考慮搬回臺灣嗎？ 

017： 不一定，但是目前是沒有考慮。我還蠻喜歡現在的工作，所以我想繼

續好好經營，順便一起把公民拿到。不過以後如果臺灣有好的工作機

會，當然也是可以回去，但前提是工作要夠好！ 

筆者： 所以不會排斥回臺灣？ 

017： 當然不會！我也是很愛臺灣的！ 

筆者： 會想回臺灣養老嗎？ 

017： 這個現在很難說！要看以後的心情吧！我覺得去夏威夷養老也很不

錯啊！ 

筆者： 你有提過你現在的男友是日本人，如果以後你們結婚了，會考慮搬到

日本嗎？ 

017： 我們之前有談過這個問題，我想前提還是工作到底夠不夠好。因為我

不會講日語，去日本可能比較不好找工作，所以一定要他找到的工作

夠養我們兩個，才會考慮。 

筆者： 所以基本上只要符合條件，你是不排斥的？ 

017： 嗯，不會排斥。 

筆者： 謝謝。只剩最後一個問題了喔！基本上從 2000 年開始每年臺灣旅英

學生的人數大約都在九千多人左右，可是在 2008 年以後又一口氣跌

到只剩三千多人，請問你知道這個狀況嗎？ 

017： 我沒有聽說……有跌這麼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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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 對，跌了很多，所以你沒有發現這個現象？ 

017： 沒有耶，我沒有感覺。 

筆者： 如果讓你直覺主觀的猜測，你覺得為什麼旅英臺灣學生人數會減少這

麼多？ 

017： 用猜的嗎？ 

筆者： 對，就你主觀的推測。 

017： 我覺得應該是學費的關係吧！英國的學費每年都在漲，簽證費也是，

可能漲得太兇了讓人受不了。 

筆者： 還有其他的可能性嗎？ 

017： 我不清楚耶，真的沒想過這個問題。 

筆者： 好，那我們今天的訪問到此結束，謝謝你耐心的作答。 

 

 


